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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鄉鎮圖書館與社區充分合作，使圖書館成為社區資源中心，是目前鄉

鎮圖書館經營的重要目標。但是其中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包括鄉鎮圖

書館對社區資源的認識不足與經費、人力資源的缺乏等，都形成鄉鎮圖書

館發展的阻礙。因此本研究期望藉由對與社區結合有良好成效之圖書館進

行研究，探討其運用社區資源行銷圖書館之經驗，以作為未來鄉鎮圖書館

經營之參考。 

    本研究旨在探討鄉鎮圖書館成功運用社區資源行銷之經驗，瞭解鄉鎮

圖書館行銷成功之因素，以及行銷過程中所面臨之問題。欲探討的研究問

題如下：（一）鄉鎮圖書館如何發掘可運用之社區資源並尋求合作？（二）

鄉鎮圖書館可運用的社區資源類型為何？（三）結合社區資源之行銷方式

為圖書館和社區所帶來之效益為何？（四）鄉鎮圖書館在行銷過程中遭遇

之困難？（五）鄉鎮圖書館如何因應行銷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與訪談法，選擇以臺北縣深坑鄉、萬里鄉、新

店市及宜蘭縣南澳鄉、宜蘭市及壯圍鄉立圖書館為研究對象。運用個案研

究法蒐集各館之營運資料，瞭解各館營運之概況及行銷活動運作之情形。

另外利用訪談法，訪談對象包含鄉鎮圖書館工作人員及社區人士，藉此瞭

解鄉鎮圖書館工作者與社區成員對於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看法，探

究其運用社區資源之經驗。 

    綜合各項資料歸納出結論，在社區資源的發掘方面，鄉鎮圖書館應掌

握三項重點：（一）深入瞭解社區環境，充分運用社區之特色；（二）主動

出擊經營公共關係，加強與社區的互動；（三）圖書館與社區的合作必須

建立在互利的基礎之上。社區資源的型態會因各地區的發展而有所差異，

各鄉鎮圖書館也會因應各自的經營策略而對社區資源有不同的運用方

式，而圖書館可以運用的社區資源可分為（一）文化資源；（二）機構資

源；（三）人力資源；（四）自然資源。 

    運用社區資源為圖書館行銷所帶來的效益包括（一）閱讀人口成長；

（二）建立圖書館之經營特色；（三）提昇圖書館的能見度，增加民眾對

圖書館的認同感。為社區帶來的效益則包括（一）提昇社區藝文風氣；（二）

提供民眾成長、學習的機會；（三）提昇社區能見度，帶動社區發展。 

    鄉鎮圖書館在運用社區資源行銷的過程中面臨的困境包括（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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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二）圖書館與社區認知上的歧異；（三）政治干預專業；（四）圖

書館活動創新性與行動力不足。面對行銷的困境，鄉鎮圖書館的因應方式

為（一）圖書館應該扮演資源整合者的角色；（二）適應社區文化，加強

與社區的互動；（三）提昇地方首長對圖書館的關注。 

    最後本研究針對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方式及營運之困境提出

以下建議：（一）改革鄉鎮圖書館體制，讓圖書館經營回歸專業；（二）有

關單位應持續關注鄉鎮圖書館的發展，提供適當協助；（三）鄉鎮圖書館

應確立自身的使命，扮演好應有的角色；（四）建立資料庫，整合社區資

源；（五）強化人員培訓，切合實際需求。 

關鍵詞： 

鄉鎮圖書館、社區資源、圖書館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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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Rural libraries had become community resource centers after cooperated 
with communities. This is an important goal to the present rural librar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issues to be resolved, including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funding, human resources lacked. 
These problem formed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braries. This 
research focus on the marketing experience from those rural libraries which 
integrating community resources well, and expected to provide good examples 
to the future rural library’s manage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successful marketing 
experience of rural libraries. The themes are as follows: (1) How rural library 
explore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to seek cooperation? (2) What types of 
community resources utilization? (3) What kinds of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integrating community resources to the rural library marketing? (4) What kind 
of difficulties will appear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ng? (5) How rural library 
respond to these problems? 

This study used case studies and interview a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 interview objects are choosen from the rural libraries in Taipei and Ilan 
County, including Shenkeng, Wanli, sindian, Nanao, Ilan and Jhuangwei. The 
interviewer contains the rural library staff and the community members. 

For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exploring, the rural library should have three 
priorities: (1) understanding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fully, (2) managing 
public relations actively, (3) the cooperation among library and the community 
must be mutual beneficial. The type of community resources that rural libraries 
us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1) culture Resources, (2)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3) human resources; (4) natural resources. 

The benefit which brings for the library including (1) the reading 
population growth; (2) establish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3) increases 
the populace’s sympathy to the library. The benefit brings for the community 
includes (1) promotion the reading atmosphere; (2)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for 
populace to grow and study (3) impetus to community develops. 

The problems that the rural Library may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ng 
including (1) lack of resources, (2) the different perception between library and 
community, (3) 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professional, (4) lack of innovation and 
ac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rural libraries should (1) play 
important role to integrate community resource, (2) enhance interaction with 
the community, (3) promote government officer’s attention to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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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th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bout the integrating 
community resources to the rural library marketing are as follow: (1), the 
reform of rural library system, let the library management follow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2)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braries continuously,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assistance, (3) rural 
libraries should establish its own mission, play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4) construct  and  integrate the community resources database, 
(5)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personnel to meet the real demand. 

Keywords: 

rural library ; community resources ; library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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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公共圖書館是知識的寶庫，同時也肩負著保存推動地方文化資源，促

進民眾終身教育的任務，其中鄉鎮圖書館更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國於民國

74 年由臺灣省政府訂頒「臺灣省加強文化建設重要措施」，普遍建立鄉鎮

圖書館，以充實鄉鎮地區的文化資源。（註 1）截至民國 96 年為止，臺灣

地區共計有 445 所鄉鎮圖書館開放使用，其中包含 335 所總館及 110 所分

館。（註 2） 

    雖然鄉鎮圖書館已經普遍設置，但是在使用率上卻不如預期。造成這

種情況的原因，最主要是圖書館在經營上往往受限於經費，無法建立具品

質的館藏以滿足所有讀者對於多元資訊型態的需求。再者一般社會大眾對

於圖書館仍存有既定的刻板印象，對於圖書館極力扮演為民眾提供資訊服

務、滿足資訊需求等多元功能，以及做為社會教育與終身學習的機構的角

色定位，鮮少產生認同。（註 3）此造成公共圖書館雖然普遍的設置但是

卻無法彰顯功能的現象。 

林書廷在碩士論文＜鄉鎮圖書館結合社區總體營造之研究＞中指出

圖書館對社區資源的認識普遍不足，對於社區中的公共問題與公共建設較

不敏感，通常不會深入去探討。（註 4）林美玉在其研究＜鄉鎮圖書館運

用社區資源研究-以苗栗縣三灣鄉立圖書館為例＞中也提到鄉鎮圖書館對

於社區資源的認識不足。（註 5）這種認知不足的情況，導致鄉鎮圖書館

無法有效的發掘與運用社區資源，因此為鄉鎮圖書館的發展造成阻礙，這

也是目前亟待克服的問題。 

    圖書館要能夠有效的發揮其功能，首要之務就是要能夠吸引讀者來利

用圖書館的各項資源，但是圖書館在行銷規劃上仍然遭遇到一些困境。作

為非營利機構，圖書館在組織目標、產品特質、目標群眾與目標市場的選

擇方式都和營利機構有相當大的差異，所以一般營利機構所運用的行銷觀

念並不一定適用於圖書館。亦即非營利事業在從事行銷工作時，並非只是

著重於行銷的手法，或要如何滿足目標群眾的需求，而是應著重於如何結

合社會和本身資源，轉換成產品服務、理念提供給目標市場，以達成其經

營使命。（註 6） 

    在和其他類型之圖書館進行比較之下，鄉鎮圖書館在行銷策略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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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有以下優勢：（註 7） 
一、 鄉鎮圖書館較縣（市）立文化局、大學圖書在交通上、生活上更

容易親近，並且容易利用。換言之，鄉鎮圖書館具備更強的「可

親近性」。 
二、 鄉鎮圖書館具有較強的「社區性」，可視為重要的社區文化單位，

在「社區居民教育」與「親子成長」上有更大的發揮空間。若該

社區有特殊的文化，以及特殊的學習需求，在文化傳承與學習需

求上，鄉鎮圖書館較其他規模的圖書館更能擔負這樣的功能。 
三、 鄉鎮圖書館有公部門的經費資源可以運用，亦有獨立的空間場

所，可以視為珍貴的「社區資源」，並且能與社區其他單位如學校、

社團等結盟整合，辦理各項活動。 

這些優勢使鄉鎮圖書館在行銷、推廣的規劃上，比其他類型之圖書館具有

更大的發揮空間，而鄉鎮圖書館與地方產業、文化等社區資源的結合，更

可以成為圖書館思考經營策略的新方向。 

    面對鄉鎮圖書館在行銷經營上的困境，圖書館界著手啟動了一系列的

計畫，期望能夠突破困境，創造出一番新局面，其中由行政院文建會所主

導的「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更是一項重新改造公共圖書館經

營型態的重要計畫。「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目的是結合鄉

（鎮、市、區）公所、地方民間組織及社區資源，鼓勵發揮創意，擬定有

助於圖書館創新發展暨永續經營管理之計畫（註 8），期望鄉鎮圖書館能

夠積極結合與善用社區資源，重新包裝圖書館，為公共圖書館展現出新風

貌，並秉持著永續經營圖書館的理念，讓公共圖書館成為書香閱讀的好鄰

居。 

經過了一系列的努力之後，公共圖書館產生了重大的蛻變，藉由社區

資源之有效運用，不論是與地方產業或是文化的結合，各圖書館都致力於

發展成為具有特色的圖書館。同時也透過與社區之間的互動以及服務觀念

的變革，打破以往大眾對於圖書館的刻板印象，例如被譽為五星級圖書館

的南投埔里鎮立圖書館（註 9）以及在行銷借書方面有突出表現的臺中縣

大甲鎮立圖書館（註 10），都成功的達到吸引讀者的目的，不僅創造出令

人驚豔的營運績效，也為公共圖書館的經營帶來新的契機。 

本研究選擇以臺北縣深坑鄉、萬里鄉、新店市及宜蘭縣南澳鄉、壯圍

鄉和宜蘭市立圖書館作為研究對象。深坑鄉立圖書館運用深坑當地之特

產，舉辦多項活動，成功推廣地方之特色；萬里鄉立圖書館則充分運用當

地豐富之自然資源，進行空間之改善；新店市立圖書館致力於藝文風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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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並且深入社區，推廣閱讀；南澳鄉立圖書館將原住民文化融入圖書

館之經營，成為圖書館之重要特色；壯圍鄉及宜蘭市立圖書館則積極運用

社區內各機構之資源，協助圖書館的各項活動及營運，創造出良好的經營

成效，也使得圖書館能夠普遍受到民眾的認同。這些圖書館在社區資源的

運用上均有其獨到之處，值得深入去探討，作為學習的目標。 

打造圖書館成為社區資源中心，讓圖書館與社區充分結合是目前鄉鎮

圖書館經營的重要方向，雖然這樣的概念仍然只是在起步階段，其中尚有

許多問題需要解決，但是目前已經有許多圖書館開始朝著這個目標努力，

更有一些鄉鎮圖書館已經展現出令人激賞的成果。因此本研究期望藉由對

已經成功與地方產業、文化等資源結合之圖書館進行研究，探究其行銷之

方式，瞭解其成功之因素與面臨之困境，以做為其他鄉鎮圖書館營運之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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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以往鄉鎮圖書館在人力、經費等各種因素的限制之下，經常遭遇經營

上之困境，導致營運績效不彰。然而近年來在各項改造計畫的推動之下，

許多圖書館都有令人耳目一新的表現，這些圖書館在經營上都有共同的特

點，不論是在地方產業、文化或是資源方面，它們都能夠有效的找到著力

點並且與之結合，而這樣的行銷模式不僅能夠有效拓展圖書館本身之服

務，與產業、文化的結合更能收到帶動產業發展和文化推廣之效果，也可

以為圖書館建立獨有之特色。而圖書館如何透過與地方的合作達到行銷圖

書館服務之目的，為圖書館和社區創造出更多正面的效益，更是值得深入

探討之處。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主要分為下列三點： 

1. 瞭解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行銷圖書館之方式。 

2. 探討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行銷圖書館之成效。 

3. 探討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行銷的過程中所面臨之困難與因應之

道。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前述之研究目的，歸納出欲探討之研究問題如下： 

1. 鄉鎮圖書館如何發掘可運用之社區資源並尋求合作？ 

2. 鄉鎮圖書館可運用的社區資源類型為何？ 

3. 結合社區資源之行銷方式為鄉鎮圖書館和社區所帶來之效益為何？ 

4. 鄉鎮圖書館在行銷過程中遭遇之困難為何？ 

5. 鄉鎮圖書館如何因應行銷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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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預期貢獻 

  本研究期望發揮之貢獻如下： 

1. 藉由鄉鎮圖書館成功與地方結合經驗之分析，瞭解圖書館與地方結合

行銷之可行性，做為日後圖書館行銷規劃之依據。 

2. 瞭解鄉鎮圖書館在行銷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分析影響鄉鎮圖書館行

銷成效之因素與因應之道，可做為未來鄉鎮圖書館與社區合作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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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1. 鄉鎮圖書館 
    公共圖書館是由各級主管機關、鄉（鎮、市）公所、個人、法人或團

體設立，而於鄉、鎮、市中則稱為鄉鎮圖書館，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對

象，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推廣社會教育及辦理文化活動之圖書館（註 11）。 

2. 圖書館行銷 
    美國圖書館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對圖書館行銷

所下的定義為「圖書館藉由目的性的行銷活動，以達成圖書資訊服務提供

者與真正及潛在使用者間的服務交換關係，此行銷活動包括包括：產品、

價格、傳遞方式與促銷方法等。」（註 12） 

3. 社區資源 
    社區資源為社區內外足以滿足社區居民需要或解決居民問題的所有

人力、物力、財力、組織、群倫等力量的總合（註 13）。進一步探討，則

可分為物質資源與非物質資源（註 14）。物質資源又分為天然資源、物力、

財力與活動空間；非物質資源又分為人力資源、知識與技術、組織及結構、

協調與合作精神、社區意識等。本研究則綜合各項定義及鄉鎮圖書館實際

運用之情形，將社區資源區分為文化、機構、人力、自然資源四種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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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沈寶環，鄉鎮書館的理論與實務（臺北市：臺灣書局，民 78 年），頁

3。 
註2  國立臺中圖書館，「公共圖書館統計系統」， 

＜http://publibstat.lib.nctu.edu.tw/stat/showStat.aspx ＞（2008 年 7 月

20 日）。 
註3  中國圖書館學會，圖書館事業發展白皮書（臺北市：中國圖書館學會，

民 89 年），頁 24-26。 
註4  林書廷，鄉鎮圖書館結合社區總體營造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

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95 年），頁 95。 
註5  林美玉，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研究-以苗栗縣三灣鄉立圖書館為

例（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94 年），

頁 109。 
註6  楊東震，非營利事業行銷（臺北縣：新文京開發，民 94 年），頁 35。 
註7  國立臺中圖書館，公共圖書館創新經營（臺中市：臺中圖書館，民

96 年），頁 48-49。 
註8  國立臺中圖書館，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作業手冊（臺中

市：臺中圖書館，民 92 年），頁 7-8。 
註9  王怡棻，「最美麗的圖書館：北市圖北投分館、埔里鎮立圖書館」，遠

見雜誌 254 期（民 96 年 8 月）：174-177。 
註10 江逸之，「最會行銷借書：大甲鎮立圖書館」，遠見雜誌 254 期（民

96 年 8 月）：178-179。 
註11 圖書館法，華總一義字，第九０００００九三二０號，中華民國九十

年一月十七日公布。 
註12 The ALA Gloss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Heartsill Young, ed.,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3), 140. 
註13 李建興，運用社會資源協助社區發展可行途徑之研究（臺北市：中華

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練中心，民 73 年），頁 120。 
註14 翁毓秀，如何發堀與運用社區（社會）資源（臺北市：中華民國社區

發展研究訓練中心，民 76 年），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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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鄉鎮圖書館如何運用社區之資源，行銷圖書館服

務，加強圖書館之營運績效。本章之內容主要分為四節進行文獻分析、探

討，第一節首先瞭解圖書館行銷之概念與行銷模式，第二節則探討公共圖

書館行銷之相關研究，第三節再對圖書館與社區資源之關係進行探討，最

後針對鄉鎮圖書館經營之情形加以探討。 

第一節 行銷在圖書館之應用 

    「行銷」這個名詞源自於英文的“Marketing”一字，早期只有實施經濟

自由化的國家或地區比較重視，發展至今則已普遍受到關切。行銷的定義

也隨著行銷觀念的演變而不同，1985 年美國行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定義行銷是「透過計劃及執行有關創意、商品和勞務概念、

價格設定、推廣及流通等過程，用以創造交易，滿足個體和組織目標」。

而美國行銷學者 E. J. McCarthy 則將行銷定義為 Product（產品）、Price（價

格）、Place（通路）、Promotion（推廣）的組合，即著名的行銷 4P。（註 1） 

    行銷的真正意涵是：透過交換，讓生產者與消費者皆滿足其需求；行

銷是一種社會化與管理化的過程；透過交換，使買賣雙方均達成其目標或

需求，可能包括產品或服務（註 2）。因此 Kotler 也主張行銷不是營利事業

之專屬，非營利事業也需要行銷的理念。行銷的觀念一直在擴大，行銷不

再只是企業所專有，非營利事業也要重視行銷（註 3）。非營利組織並不以

追求利潤為目的，而是以使命為基礎，更應該善用行銷以達成更多的使命。 

雖然行銷的概念對於營利與非營利事業是同樣的重要，但是商業部門

或營利部門所使用的行銷方式在非營利組織的適用性和實用性都必須經

過轉換的程序，就非營利組織而言，行銷行為並不僅是市場供需原則那麼

簡單而已，1992 年林彥君在《行銷概念應用於我國公共圖書館之探討》一

書中分析兩者之差異如表 2-1：（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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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非營利機構和營利機構行銷差異比較表 
 

非營利機構行銷 營利機構行銷 
關於組織、人、地、觀念、產品與服

務的行銷 
主要為關於組織、產品及服務之行銷

多元化的交換方式 以貨幣來換取產品和服務 
目標是多方面的，無法用金錢衡量成

敗 
目標的達成可用銷售量、利潤及金錢

來顯示 
非營利勞務的利益，經常無法公平分

配 
營利機構所得之利潤，亦不見得能公

平分配 
非營利機構行銷需在市場條件較差

的區域活動 
營利機構行銷僅在有利潤可得的市

場區域活動 
非營利機構行銷仰賴顧客及支助者 營利機構行銷只仰賴消費者 

資料來源：林彥君，行銷概念應用於我國公共圖書館之探討（臺北：

漢美，民 81 年），頁 41。 

行銷不僅僅只適用於營利事業，非營利事業在面臨強烈的競爭與擴大

服務範圍的需求下，勢必需要運用各種行銷管理策略來協助完成組織之使

命。圖書館同樣屬於非營利組織，近年來也面臨到來自於網路和社會變遷

所帶來的強烈挑戰，面對讀者愈來愈多樣化的需求，圖書館必須運用行銷

的概念來強化圖書館的價值。 

一、 圖書館行銷之概念 

美國圖書館協會對圖書館行銷所下的定義為「圖書館藉由目的性的行

銷活動，以達成圖書資訊服務提供者與真正及潛在使用者之間的服務交換

關係，此行銷活動包括：產品、價格、傳遞方式與促銷方法等」。（註 5） 

林志鳳在＜資訊服務機構的行銷管理：從消費文化的觀點＞一文中指

出，公共圖書館作為資訊供給機構，其核心的價值在於資訊的徵集、組織

與傳播，在整合性資訊服務的提供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行銷則是圖書

館用來確認讀者需求並且提供相關服務以滿足其需求的過程。（註 6） 

Andrea Dragon 在＜行銷與公共圖書館＞一文中則指出，行銷是任何圖

書館不可或缺的部份，因為它幫助圖書館解釋其在社會中的角色和地位，

圖書館是一個服務性的組織，並不以營利為主要目的，圖書館最重要的是

在於保持其專業標準，因此行銷可以引導圖書館去瞭解讀者的需求並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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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滿足顧客需求之產品，這也是行銷的本質。（註 7） 

Tony Leisner 認為卓越的圖書館與無法達成目標的圖書館之間，最明

顯的差異在於行銷的質量。同時他更進一步強調行銷對於圖書館的重要

性，認為提高大眾對圖書館服務價值的認知，將可以贏得大眾對圖書館的

支持，也是圖書館永續發展的關鍵。所以應該全方位地整體行銷圖書館與

圖書館所提供的服務。（註 8） 

王淑卿在＜公共圖書館經營之行銷策略＞一文中認為政府機構在民

主的浪潮下，希望提高政府行政效率、服務品質與形象，使政府的施政與

民意能夠密切結合。而公共圖書館因服務社會全體民眾，因此除了必須配

合時代脈動與政府政策，充分掌握民眾資訊的需求，並提供民眾所需要的

服務，進而協助民眾終身學習，最終更要能達成建館之目的。（註 9） 

Gupta 和 Jambhekar 在＜圖書館行銷是什麼？概念、方向與實務＞一

文中提出，要從圖書館哲學的角度來認識行銷的意義。圖書館哲學探究圖

書館與資訊中心的實務、技術以及活動的基本原理，而圖書館服務的整合

行銷則幫助圖書館員在不斷變動的環境中強化其基本價值和信仰。因此他

們認為行銷是一系列觀念的組合，它必須整合到整個機構中，而行銷圖書

館服務不在經費的問題，而是整個機構和全體員工的觀念問題（註 10）。 

林彥君在《行銷概念應用於我國公共圖書館之探討》一書中認為行銷

概念是引導組織所有活動的管理哲學，其主要的目標在於滿足顧客的需

求，即組織必須根據顧客的動機和行為來制訂各項決策。以圖書館而言，

圖書館需要根據實際讀者（Actual Readers）及潛在讀者（Potential Readers）
的行為和需求，擬定可行的行銷決策，使圖書館的各項產品及服務能滿足

讀者的需求，同時也達成圖書館為讀者服務之目的（註 11）。 

林素甘在＜從非營利機構行銷觀點談圖書館行銷＞文中認為圖書館

透過行銷可以達到以下目標（註 12）： 
1. 對其服務社群的需求能夠更加地敏感與瞭解，進而可以利用這樣的

知識，設計符合需求的服務，將潛在讀者轉變成實際的圖書館使用

者。 
2. 讓圖書館不再試圖對所有的人提供所有的東西，而是能夠找出服務

群體中的區隔點，使得每一個圖書館服務每一個社區時，會把焦點

放在提供那些最需要的服務，或是最有競爭價值的服務，如此也就

能滿足最多讀者的最大需求，提昇讀者的滿意度。 
3. 使圖書館可以較快地作評估，將一些不再具有競爭利益或是不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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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服務或項目撤銷掉。 
4. 讓圖書館更有能力來發展與進行更為成功的新服務。 
5. 讓圖書館可以創造更有效率的分配與傳送服務的系統。 
6. 協助圖書館提高館內工作人員的滿意度。 

2003 年陳冠年在＜公共圖書館行銷觀念之辨＞文中藉由行銷施行於

其他組織之經驗，引入公共圖書館核心作業，詳細闡述了圖書館行銷的概

念，並根據行銷模式擬定了圖書館行銷的八個原則（註 13）： 
1. 圖書館行銷是全館共同參與之事； 
2. 圖書館行銷需具備周詳的計畫； 
3. 圖書館應界定其行銷組合； 
4. 圖書館行銷的對象應作區隔； 
5. 圖書館行銷工作需有控管和評量； 
6. 圖書館行銷應注重整體服務品質； 
7. 圖書館行銷應設法創造讀者需求； 
8. 圖書館行銷是科學性的。 

    綜合以上所述，行銷是引導組織一切活動的基礎，而良好的行銷策略

規劃更是所有擁有卓越表現的圖書館必須具備的條件，圖書館行銷不僅滿

足讀者的需求，更是讓所有人認同圖書館存在價值的利器。而公共圖書館

作為社區的資訊中心，肩負著促進民眾終身學習的任務，更加需要運用行

銷之概念來達成其目標。 

二、 圖書館行銷之模式 

林文睿在＜從行銷的角度析論公共圖書館經營的利基＞一文中，將行

銷活動區分為三大項，分別為市場區隔化、選擇目標市場與市場定位：（註

14） 
1. 市場區隔化： 

通常任何一個產品無法完全滿足顧客需求，然而如能提高瞄準目標

市場的精確度，則產品與需求自然可有較為接近的情形，此種做法

端賴市場區隔。 
2. 選擇目標市場： 

目標市場的選擇包括掃瞄行銷環境、分析消費者市場與購買行動，

前者須從人口、經濟、自然、科技、法政及社會文化等主要的環境

力量加以分析行銷環境，後者則須從產品差異化及品牌的建立加以

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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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場定位： 
瞭解市場有哪些競爭者，分析事業現況，掌握機會與威脅，提供服

務等項目。 

苗蕙芬在＜公共圖書館的行銷觀＞一文中指出，行銷不僅只是服務的

促銷，更是一項重要的管理過程及活動。其提出行銷的步驟如下（註 15）： 
1. 任務分析 

即目的分析，對圖書館成立的宗旨、目標重新加以檢視，透過這

些分析能對本身任務有更深的瞭解，並可作為訂定行銷策略的依

據。 
2. 市場分析 

對讀者的需求加以預估，市場分析亦是環境的分析，圖書館應掌

握未來的發展趨勢，對讀者的需求加以預估，才能隨時調整圖書

館的服務。 
3. 資源分析及組合 

為提供資源及服務以符合圖書館讀者的需求，應對資源的分佈加

以分析，透過分析組合確立圖書館的服務機能，使資源做最佳的

分配，達成讀者的期望。 
4. 促銷 

促銷係將廣告、宣傳報導、促銷活動及人員推銷加以組合，依據

不同的促銷目的、促銷對象採行不同的促銷方式，彼此之間相輔

相成，在不同的促銷時機做適當的搭配與改變，以符合不同的促

銷目標。 
5. 評估與回饋 

針對之前所實施行銷的活動與內容進行評估與回饋，經由各項評

估活動所獲得的訊息，再反饋回整個行銷過程，作為修正策略的

依據。 

郭麗玲發表＜圖書館行銷管理模式＞一文，參考 Kotler 所敘述非營利

機構行銷計畫以及林彥君所提出的我國公共圖書館行銷模式，根據圖書館

轉型期的狀況設計出圖書館行銷管理模式，如圖 2-1。「圖書館行銷管理」

包括規劃、執行及控制三部分，「規劃」是計畫成敗的關鍵，圖書館行銷

不只是推廣部門的問題，還牽涉到整個圖書館的哲學、創立宗旨、服務對

象及目標，所以行銷管理模式的規劃必須從圖書館宗旨的釐清開始思考，

分析現有之行銷環境，區隔目標市場，接著確定行銷目標，發展行銷組合

並擬定行銷的執行計畫。規劃後進入計畫的「執行」階段，最後對計畫作

一個評鑑，則屬於「控制」階段（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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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郭麗玲，「圖書館行銷管理模式」，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 23 卷 2 期（民

86 年 10 月）：84。 
圖 2-1 圖書館行銷管理模式 

1998 年 Darlene Weingand 在＜Future Driven Library Marketing＞（驅

動未來的圖書館行銷）一書中強調行銷與規劃結合的重要性，圖書館如果

能善加利用策略規劃的系統性、組織性及結構性來展現行銷的要素，將能

夠使圖書館的行銷活動更有效率。Weingand 並提出行銷規劃的流程圖，如

圖 2-2。首先要分析機構的內、外部環境，評估機構的優勢與劣勢，作為

行銷稽核之依據。之後再根據行銷稽核之結果決定任務及使命，再訂定目

標。此外組織可以透過環境掃瞄，建立未來之願景。為了達到組織設立的

目標，所以要根據市場特性設計產品，分析產品成本及價格。之後再依照

目標市場特性，擬定行動策略，包括尋找適當的通路，並且設計各種促銷

方式。最後必須針對整個行銷的過程進行評估，以做為修正行銷策略之參

考。（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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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Darlene E. Weingand, Future-Driven Library Marketing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8), P.4. 

圖 2-2 行銷規劃流程圖 

1998 年謝寶煖發表＜行銷圖書館與資訊服務＞一文，並提出行銷規劃

過程架構圖，如圖 2-3。謝寶煖認為圖書館行銷是往復循環的過程，就像

是策略規劃一樣，透過正式的行銷規劃過程可以讓圖書館有系統的瞭解顧

客的需求，然後根據需求設計、提供適當的服務，並運用適當的行銷溝通

管道建立顧客對服務價值的認知，最後針對服務策略加以檢討修正（註

18）。 

由圖 2-3 可以看出圖書館行銷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建立圖書館的願景和

使命，一個組織的願景是驅策組織永續發展的動力，每一個圖書館都應該

有其願景，以願景來凝聚全員的共識，開創圖書館服務的價值，傳達服務

理念。接下來圖書館要檢討目前所處的環境，先從內部環境分析圖書館所

擁有的資源具有哪些優、劣勢，再做外部環境掃描，檢視外部環境所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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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的的機會和威脅，在這個階段可以運用競爭優勢分析（SWOT）和

環境掃描（STEP）來分析圖書館的現況。現況分析後就可以根據圖書館所

擁有的優勢和機會來擬定行銷目標，進行市場研究，根據市場研究結果修

正行銷目標，擬定行銷策略，然後付諸執行。執行過程中要監督執行成效，

系統性的加以評估，根據評估結果修正行銷策略，甚至圖書館的使命或願

景，使圖書館的發展方向能夠及時因應環境的變遷而加以調整。 

1
設立願景與任務

2
分析現況

3
擬定行銷目標

4
進行市場研究

5
修正行銷目標

6
擬定行銷策略

7
執行行銷策略

8
評估行銷績效

SWOT STEP

成本效益分析 服務行銷組合(7P)
Product、Price、
Place、Promotion、
People、Process、
Physical Evidence

 

資料來源：謝寶煖，「行銷圖書館與資訊服務」，圖書與資訊學刊 27 期（民

87 年 11 月），頁 43。 
圖 2-3 圖書館行銷規劃過程 

    綜合上述，在圖書館的行銷策略中，大致上是以行銷組合來做為行銷

規劃上主要的依據，不論是 4P’s 或是 7P’s 的組合，均在行銷規劃的過程

中佔有一定的重要性。除了行銷組合之外，圖書館也必須有效運用行銷技

巧，瞭解讀者之需求，選擇適當的目標市場。同時圖書館在規劃行銷策略

時也要與圖書館的任務與願景互相配合，將圖書館、讀者與資源密切結

合，建立圖書館服務的新價值，這也是圖書館行銷最重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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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共圖書館行銷相關研究 

林彥君在《行銷概念應用於我國公共圖書館之探討》一書中認為圖書

館為一有機體，因此必須面臨環境變遷所帶來的生存壓力，圖書館希望藉

由行銷概念的應用，使圖書館能了解讀者的需求，以便提供更完善的服

務，從而在讀者產生需求及圖書館滿足讀者需求的互動關係中，使讀者對

圖書館有更進一步的認識，進而對圖書館產生認同感。此外由於行銷乃是

因應企業之需求而發展出來的概念，因此圖書館在應用行銷概念時，不宜

全盤採納，應該考慮到圖書館本身的資源與服務的宗旨，如此才能對圖書

館有實質的助益。其在文中並針對圖書館運用行銷概念提出了六項建議

（註 19）： 
1. 事前應有妥善的規劃； 
2. 對外應尋求社區資源，並建立良好公共關係； 
3. 圖書館應建立健全的組織編制； 
4. 館員應充實有關行銷方面的知識； 
5. 館員應建立讀者導向的服務共識； 
6. 圖書館的各部門應密切配合； 

溫仁助在＜公共圖書館服務行銷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館在實行

行銷策略時必須有一個完整的行銷計畫，即應該對圖書館的各項運作要素

予以分析。包括了對組織任務的瞭解及行銷策略的擬定，公共圖書館在實

施行銷策略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要讓所有館員對行銷的定義和圖書館的目

標、職責都能夠有一個全盤性的瞭解，在瞭解行銷觀念和組織目標後，接

下來就是行銷策略的擬訂。在這個階段，圖書館應該注意社區讀者的分

析，因為公共圖書館必須得到讀者的支持，瞭解使用者的需求比向使用者

推銷或宣傳更為有用，因此檢視使用者的需求的重要性更勝於評估目前所

提供的服務和產品。而公共圖書館的讀者包括了社區中的所有民眾，圖書

館必須針對不同的對象提供不同的讀者服務，因此在分析讀者市場後，下

一個步驟就是進行讀者的區分。公共圖書館的讀者包括了全部的民眾，圖

書館不可能對所有的居民提供同樣的服務，必須針對不同的讀者特徵，

如：兒童、老人、成人、殘障者等，提供不同且有效的服務方式，故不同

的服務行銷策略對公共圖書館而言的確有其必要性。在瞭解了公共圖書館

本身的任務及目標市場後，便可以根據分析的結果，進行行銷計畫的擬

定，訂出長程和短程的計畫，確實的發揮服務的功效。最後便是對服務後

的結果進行效果評估，如：對讀者和非讀者進行調查，可以使圖書館瞭解

讀者對於所提供的服務是否滿意或期待圖書館提供哪些服務，而評估的結

果可以做為圖書館日後改善或增加新服務的標準（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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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宜容在＜公共圖書館服務行銷問題之探討＞一文中認為圖書館進

行知識及資訊傳播，習慣將重點放在資訊來源，著重於如何取得資訊資

料，如何組織保存資訊資料，較疏於關心資訊接受者需要什麼資訊，以及

去開發潛在之讀者，這是圖書館資訊傳播服務的弱點，而在商業和管理科

學被廣為應用的行銷理論正可解決圖書館服務的問題。因此以讀者為導

向，探究如何滿足讀者需求，如何開發潛在讀者，是圖書館服務行銷之重

點。文中並探討公共圖書館服務行銷的應用，針對行銷概念對於公共圖書

館服務的啟示以及目前公共圖書館服務行銷的情形加以闡述，對目前公共

圖書館在行銷上所面臨的困難提出研究與建議，並針對公共圖書館服務行

銷的應用提出四項概念（註 21）： 
1. 需以顧客為中心的服務導向； 
2. 應重視市場研究； 
3. 利用市場區隔選擇目標市場； 
4. 利用行銷組合（Marketing Mix）為工具。 

莊馥瑄在碩士論文＜圖書館品牌經營策略之研究-以臺北市立圖書館

為例＞中指出現今的圖書館雖然大量運用行銷策略，行銷圖書館的館藏與

活動，鼓吹圖書館的價值，然而卻忽略行銷圖書館的服務形象，未能以一

致的溝通策略，經營顧客對圖書館的形象認知，亦缺乏整體檢視的機制來

衡量圖書館服務提供與顧客對服務提供的認知間之關係。認為圖書館應該

積極建構品牌經營策略，塑造圖書館專業資訊服務的領導品牌形象，累積

圖書館在顧客心中之價值。並對圖書館的品牌經營提出四項建議（註 22）： 
1. 挖掘品牌形象、塑造感性體驗； 
2. 打造品牌識別，展現專業品牌； 
3. 顧客導向的執行力是圖書館品牌經營之動力核心； 
4. 整合圖書資訊學界努力，行銷圖書館品牌。 

2005 年 Warnaby 和 Finney 發表＜非營利部門創造顧客價值：大英圖

書館之個案研究＞（Creating customer value in the not-for-profit sector: A 
case study of the British Library），文中以英國大英圖書館做為個案研究對

象，探討大英圖書館如何藉由各項服務的行銷來提昇圖書館及讀者的價

值。大英圖書館行銷服務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市場的選

擇，成立行銷部門，針對不同的族群研擬不同的行銷策略。第二階段是確

定各種行銷的方式與組合，最後一個階段則是實際的應用並對行銷的效益

進行評估。而大英圖書館透過一系列的行銷之後，不僅為圖書館本身帶來

龐大的經濟效益，也成功的創造新的品牌價值，使圖書館得到更多的認同

（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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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淑賢在＜公共圖書館的創意行銷、經營策略與閱讀推廣＞一文中指

出，隨著時代不斷進步，社會大眾對公共圖書館的需求也不斷在變化與增

加，圖書館不能固守傳統的經營模式，必須融入行銷的概念，不斷創新服

務模式，才能因應時代的變化及讀者的需求。並認為公共圖書館在行銷規

劃上，必須先做好以下各項基礎建設，在良好的基礎上，推展行銷計畫，

才能獲得最好的成效（註 24）： 
1. 增進館長及館員的行銷觀念和知能： 

公共圖書館的服務對象非常多元化，因此行銷工作的推動較其他

類型圖書館更為困難，而公共圖書館人員的行銷知能較為薄弱，

因此需要透過相關的訓練，強化館員的觀念及對行銷的重要性、

實施策略及步驟的瞭解。 
2. 持續提昇服務品質： 

圖書館應持續檢討各種服務及作業流程，除了現有服務的品質要

不斷提升外，對於創新服務的品質更應持續經營。 
3. 不斷經營顧客滿意： 

圖書館應不斷給予員工「以顧客滿意為價值觀」的理念，推行顧

客滿意之經營體系，讓顧客都能滿意圖書館的服務及產品，才能

使行銷計畫的推行有其意義及良好成效。 

劉莉萱在其碩士論文＜臺灣鄉鎮市區圖書館行銷現況與館員行銷態

度調查＞中指出館員之行銷態度與鄉鎮圖書館行銷之成效有密切之關

係，因此在研究中藉由問卷調查之方式，瞭解鄉鎮市區圖書館從事行銷活

動之情形及館員之行銷態度，從研究結果中顯示目前鄉鎮圖書館設置專門

行銷人員及編列行銷經費之情形仍然偏低，而圖書館利用教育是圖書館最

常辦理的行銷活動。鄉鎮圖書館員對於行銷之態度多半傾向正面反應，但

是不同背景之館員間則存在有顯著之差異，並建議應該強化鄉鎮圖書館員

行銷觀念方面的培訓。（註 25） 

行銷概念的應用在現代圖書館的經營中，已經成為不可或缺的一部

分。圖書館必須投入更多的精神在市場的分析與研究上，現代的圖書館不

再只是單純的提供資訊，更重要的是要瞭解讀者的需求，依據這些需求來

行銷各項服務，如此才能創造圖書館存在之價值，增進大眾對於圖書館的

認同，達成公共圖書館成為社區資訊中心並協助民眾終身學習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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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鄉鎮圖書館與社區資源之運用 

    公共圖書館與社區的結合是現今圖書館經營發展的趨勢，因此圖書館

必須加強對於社區資源的認識，本節將針對社區資源相關的文獻進行探

討，瞭解社區資源之意涵，並且列舉部分營運績效卓著之公共圖書館，探

討其運用社區資源之情形，藉以瞭解圖書館與社區資源之間的關係。 

一、 社區資源之意涵 

《社會工作辭典》（The Social Work Dictionary）將資源（resources）
解釋為任何可以協助解決需求的服務或商品，社會工作者一般使用的資源

包含各類型的社會機構、政府的計畫方案、或其他的專業或義工、自助團

體、非正式協助者及社區中具有才能與相當動機主動協助的個人（註 26）。 

翁毓秀在《如何發堀與運用社區（社會）資源》一書中，則將社區資

源分為物質資源與非物質資源。物質資源又可分為天然資源、物力、財力

及活動空間；非物質資源又分為人力資源、知識與技術、組織及結構、協

調與合作精神、社區意識等（註 27）。 

林勝義在＜鄉鎮圖書館如何運用社會資源＞一文中，將社區資源分為

人力資源、物力資源、文獻資源與組織資源四大類。並認為社區中存在著

豐富的各類型資源，各項設施與社區機構等，對於公共圖書館而言，皆為

可以加以運用掌握的資源（註 28）。 

李建興在＜運用社會資源協助社區發展可行途徑之研究＞一文中，將

社區資源定義為：社區內外足以滿足社區居民需要或解決居民問題的所有

人力、物力、財力、組織、群倫等力量的總合。文中進一步將資源按其性

質分類為有形資源：人力、物力、財力、組織；無形資源：社區意識、互

助的倫理規範。並按資源的運用程度分為：顯著資源（已發揮功能或有效

運用者）與潛在資源（有發揮功能之潛力或有充分開發潛能者）（註 29）。 

嚴鼎忠在＜社區資源與公共圖書館經營＞一文中則認為，社區資源可

以歸納為：自然資源、財力資源、人力資源、文化資源與機構資源五類（註

30）： 
1. 自然資源：即物質的資源，舉凡社區內的山林、河川等自然環境，

花鳥、野獸等動植物，名勝古蹟、經濟產物等。 
2. 人力資源：社區內擁有各界領袖、各行各業專業人才，皆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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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識與經驗；另外，各種不同年齡層也可提供不同時段與資格

的人力需求。 
3. 財力資源：社區內的財力來源可分為政府提供經費與社團籌募經

費，而社區籌募經費的對象可分為個人與團體兩種。其經費取得，

通常以社區居民共同利益或訴求，舉辦各項大小活動為方式，來

集聚社區財力。 
4. 文化資源：社區經年累月數代傳承下來的民俗風情、典章制度等

都是社區的文化資源，藉此社區居民得以緊密結合在一起，也是

社區意識的根由。 
5. 機構資源：社區內的機構組織資源頗多樣化，例如交誼團體、教

育文化機構、社教機構、大眾傳播團體與宗教團體。 

    劉弘煌在＜社區資源的開拓、整合與分配＞一文中認為，社區資源包

羅萬象，就擁有的單位或身分可分為政府單位、民間機構、團體或個人資

源；就其性質分有自然與人文資源，有形及無形資源，物質或非物質資源，

硬體與軟體資源，正式或非正式資源；就其運用的情形有已發揮作用的顯

著資源或待開拓的潛在資源；還有依社區資源提供者及接受服務對象來區

分的資源類型（註 31）。 

    關於社區資源的定義有許多不同的說法，但是總括來說，大抵上可以

區分為物質資源（空間、財力…）和非物質資源（組織、技術…）。每一

個社區所擁有的特色會因社區環境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因此公共圖書館在

運用社區資源之前，首先需要實施詳細的調查，瞭解社區中可以運用的各

項資源。並將社區資源的各項加以分析，最後再整合於圖書館的服務中，

促進圖書館與社區的密切結合。 

二、 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情形 

    公共圖書館無論是本身業務或是行銷推廣活動，都與社區資源有著密

不可分的關係，對於鄉鎮圖書館尤其重要。鄉鎮圖書館透過社區資源的運

用，建立獨有之特色，更是未來鄉鎮圖書館發展的重要方向。更有許多鄉

鎮圖書館在這方面已經有了出色的成果，因此以下將針對幾個在社區資源

運用有良好成效之圖書館進行介紹，探討它們運用社區資源之實際情況，

以作為後續研究之參考。 

（一） 臺中縣大甲鎮立圖書館 
    臺中縣大甲鎮以大甲鎮瀾宮「大甲媽祖」宗教文化聞名，而大甲鎮圖

書館則致力於推展地方文化與鎮民閱讀，編織在地的書香世界。大甲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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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館在文建會的「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補助之下，改善了長

期空間配置不當的問題，讓圖書館更有親和力、更方便使用，同時提供更

舒適的人性化空間。 
    大甲鎮圖書館和區域內的學校合作，提供到校「整班辦證」的服務，

並將圖書館借書證的申辦年齡降到零歲，增加借閱本數，使得圖書館增加

了近一倍的借書量，成功的將閱讀推廣到社區中。大甲圖書館也努力倡導

地方文化，結合大甲媽祖文化舉辦相關研習活動，並且以大甲媽祖神像製

作借書證，流露濃濃的地方風味，讓圖書館與地方文化充分結合（註 32）。 

（二） 南投縣埔里鎮立圖書館 
    埔里鎮立圖書館於九二一大地震中重創全倒，幾經重建波折後，進行

書香人文空間與營運體質的改善，於民國 93 年 6 月 12 日重新開館，提供

嶄新風貌的閱讀空間與文化服務。埔里鎮立圖書館營運的核心精神是「愛

上圖書館」，致力從「人」、「書」、「空間」、「社區」等面向進行努力再造，

提升圖書館的價值（註 33）。 
埔里鎮立圖書館最為人所稱道的是能夠善用社區的文化資源，首先是

「埔里文庫」的建立，埔里文庫收藏的對象主要是以埔里在地作家的作品

為主，同時將範圍擴及至與埔里相關的主題，致力於地方文史資料的蒐

集。埔里圖書館也推動「駐館音樂家、駐館文學家、駐館藝術家」計畫，

邀請地方之音樂家、文學家、藝術家舉辦活動，使埔里圖書館成為民眾親

近文學、美術、音樂等人文藝術活動的極佳場所。同時也邀請地方藝術家

參與圖書館借書證的設計，增加借書證的附加價值，建設圖書館成為美麗

又有魅力的書香新樂園（註 34）。 

（三） 彰化縣二水鄉立圖書館 
    二水鄉圖書館致力於結合鄉內社區資源推展社區圖書館，結合文史工

作室蒐集當地鄉土文獻，讓民眾能深入瞭解當地文化，落實鄉土文化教

育，並與鄰近學校配合，推廣班級讀書會，提供讀書會書籍，讓書香種子

向下紮根，將二水鄉營造為充滿文化氣息的文化鄉鎮（註 35）。 
彰化縣二水鄉是臺灣著名的硯台產地，當地所生產的石硯深受文人墨

客所喜愛，而為了推廣石藝產業，二水鄉圖書館規劃螺溪石藝館，結合在

地產業資源，推廣雅石、奇石賞玩及石雕藝術。圖書館也與硯雕業者共同

推出石硯 DIY 及參訪行程，並且進行志工及解說員的培訓，強化圖書館的

功能，將圖書館營造為令人流連忘返的藝文空間（註 36）。 

（四） 雲林縣古坑鄉立圖書館 
    雲林縣是臺灣咖啡的原鄉，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古坑鄉圖書館成為

古坑鄉轉型的重要關鍵，古坑鄉圖書館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扮演心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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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角色，圖書館舉辦系列心靈重建活動，深入社區並熟識在地產業。圖

書館的「咖啡之旅」成為圖書館走入社區及產業的開端。 
    古坑圖書館的館藏特色，是以在地的產業特色來規劃，而圖書館內也

隨處可見特色產業的影子。而古坑鄉舉辦觀光活動，圖書館也與產業配合

促銷農產品，古坑鄉圖書館努力結合在地產業，包裝推銷產業發展，讓產

業及文化融合，使圖書館成為資訊交流的平台，也成為具多元功能的生活

學習中心（註 37）。 

（五） 屏東縣長治鄉立圖書館 
    屏東縣長治鄉立圖書館利用「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改善

圖書館原本老舊之館舍，使圖書館煥然一新。而長治鄉圖書努力結合社區

資源及人力辦理各項行銷推廣活動，不僅提升了民眾的精神與生活品質，

也為地方產業開拓了新的契機。 
    長治鄉圖書館以熱情結合地方專業人士，成立「圖書館文化委員會」，

並以委員會為核心，共同商討圖書館的發展策略與活動。由地方人士推動

地方文獻資產的數位典藏工作，於圖書館內成立「地方文獻區」，同時推

動圖書館轉型成為「地方有機產業資訊交流平台」，結合有機農園共同舉

辦推廣活動。致力於保存地方文獻資產，讓地方產業、文化迸出產業文化

創意的價值（註 38）。 

（六） 屏東縣萬丹鄉立圖書館 
    萬丹鄉圖書館在相關人士的努力耕耘之下，成為推展萬丹鄉藝文活動

的重要機構。經過「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改善圖書館環境之

後，也強化了圖書館的功能，並與鄉內其他社團配合舉辦各種活動，吸引

民眾多參與圖書館活動，發揮圖書館之社教功能，成為民眾充實知識的好

地方（註 39）。 
    萬丹鄉為一典型的農業鄉，而萬丹鄉圖書館以「一社區一特產」為目

標，深入社區，透過與社區之間的「策略聯盟」與圖書館所提供的學習資

源，使圖書館成為社區建設發展資訊中心。開設網頁培訓課程，教導民眾

運用網際網路行銷地方特色產業，並透過各種用心的規畫，包括空間的佈

置與老照片的蒐集，拉近圖書館與民眾之間的距離，讓地方文化和地方產

業在圖書館的帶領之下更加蓬勃的發展（註 40）。 

    綜觀上述六所鄉鎮圖書館社區資源運用之情形，大致上將這六所圖書

館運用之社區資源區分為文化、機關、人力與自然資源四種類型，並將各

圖書館行銷之方式整理成表，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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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行銷之情形 
 

 文化資源 機構資源 人力資源 自然資源 

大甲鎮立圖書館 結合大甲媽祖文

化舉辦相關研習

活動、製作借書

證。 

提供到校「整班

辦證」服務，刺

激 圖 書 借 閱

量，將閱讀推廣

到社區中。 

  

埔里鎮立圖書館 建立「埔里文庫」

蒐藏地方珍貴文

史資料。 

 推動「駐館音樂

家 、 駐 館 文 學

家、駐館藝術家」

計畫，邀請地方

藝術家參與借書

證的設計。 

 

二水鄉立圖書館 結合文史工作室

蒐集鄉土文獻，

落實鄉土文化教

育。 

推廣班級讀書

會，提供讀書會

書籍，讓書香種

子向下扎根。 

 規 劃 螺 溪 石 藝

館，結合在地產

業資源，推廣雅

石、奇石賞玩及

石雕藝術。 
古坑鄉立圖書館    以咖啡、柳丁為

主題，重新規劃

圖書館之空間及

館藏，並與產業

配合，舉辦觀光

活動，促進產業

發展。 
長治鄉立圖書館 數位化保存地方

文獻。 
 結合地方專業人

士，成立「圖書

館文化委員會，

共同商討圖書館

的發展策略與活

動。 

 

萬丹鄉立圖書館 根據地方特色改

造館內空間，蒐

集老照片，引發

民眾對圖書館的

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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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析可以發現這些在經營績效上廣被大眾所認同的圖書館，其共

通點都在於能夠有效的運用當地豐富的社區資源。不論是在地方產業的推

廣、地方文化的融合或是與社區的互動上，這些圖書館都能夠找到其施力

點，進而創造出圖書館獨有之特色。而透過在地化的經營，也使圖書館深

入社區民眾的生活，強化了民眾對於圖書館的認同感，也使得圖書館能夠

充分彰顯其做為「社區資源中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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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鄉鎮圖書館經營之相關研究 

一、 鄉鎮圖書館之推廣服務 

圖書館是不斷成長的有機體，而成功的公共圖書館也應該是動態的機

構，與其他單位或個人合作，提供圖書館和資訊服務以滿足社區多樣化且

多變化的需求（註 41）。圖書館的推廣服務是行銷圖書館的重要媒介，經

由推廣服務工作的不斷加強，可以達成行銷圖書館的目的，因此以下將探

討鄉鎮圖書館推廣服務的意涵及活動方式，以瞭解圖書館如何透過各項推

廣活動來達到其目標。 

許璧珍在《圖書館推廣業務概論》一書中，說明圖書館推廣是指擴充

圖書館本身的業務範圍以因應更廣大或特殊之需要。為完成圖書館的功能

和使命，使缺乏圖書館服務的地方，未曾利用圖書館的人士，及雖曾利用

過圖書館，卻未能完全明白圖書館各項功能的民眾，都能被圖書館完善而

周全的服務到，於是各式各樣的活動開始出現，圖書館推廣業務也因此而

起。圖書館推廣業務不僅只是閱覽工作的延伸，更是整體圖書館服務的延

伸，而這項服務必須以圖書館的使命和功能為基礎。因此廣義來說：凡為

擴展圖書館服務範圍、對象、內容，使其能達成圖書館的功能和使命的種

種活動，皆可稱為圖書館推廣業務（註 42）。 

章以鼎在＜談圖書館推廣服務＞一文認為，圖書館的推廣，實際上即

是閱覽工作的擴展，也就是將圖書館的服務地區、服務項目、服務對象加

以推廣，使圖書館的服務能從過去保守的、被動的做法，邁向積極的新境

界。圖書館的推廣服務，是今日圖書館邁向現代化、大眾化所不可缺少的

服務方式。文中認為圖書館推廣服務的主要目的有四（註 43）： 
1. 使缺乏圖書館服務的地方，人人有獲得讀書的機會和便利； 
2. 使社會上每一個人都能得到圖書館的益處； 
3. 積極的應用各種刺激閱讀的方法，來推廣圖書館的服務，以提高

讀者充分利用館藏的興趣，對圖書館產生無比的親和力； 
4. 充分發揮社會教育的功能，使圖書館成為不僅是一所尋求知識的

大眾化學校，也是一所多采多姿的文化活動殿堂。 
章以鼎並認為圖書館推廣服務應遵循的原則服務態度有六： 

1. 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推行各項服務； 
2. 發揮整體力量、和衷共濟、團結無間； 
3. 重質不重量； 
4. 充分利用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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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視宣傳； 
6. 犧牲奉獻、突破困難。 

曾淑賢在臺北市立圖書館出版的《臺北市立圖書館五十年史述》一書

中，提及臺北市立圖書館辦理推廣活動的情形，說明推廣活動是公共圖書

館多元服務中，最為吸引民眾參與的部分，文中並說明公共圖書館辦理推

廣活動的原因有六項（註 44）： 
1. 宣傳圖書館服務，吸引民眾進入圖書館； 
2. 推展閱讀風氣，激發民眾閱讀興趣； 
3. 灌輸民眾正確的圖書館利用觀念，以滿足資訊需求； 
4. 豐富民眾生活，享受閱讀樂趣； 
5. 普及各年齡層及各地區民眾普遍利用圖書館； 
6. 提供各種學習機會，鼓勵民眾持續成長，建立學習型社會。 

Patricia Brennan Hanna 在《人們使之發生：公共圖書館各層面的推廣

服務》（People Make it Happen : the Possibilities of Outreach in Every Phase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一書中，說明當今的圖書館一再面臨各種社會變遷

所帶來的挑戰，其服務範圍必須要擴及潛在讀者。早期的圖書館服務只要

選擇合適的館藏，提供符合社區需求之資訊即可，但是現今圖書館供應之

館藏與資訊範圍擴大，包含兒童服務、成人自我教育和少數族群所需要的

資源，所以圖書館員需要在服務上創新，學習各項服務所必需具備的技

能，更需要擁有服務熱忱並懂得讀者的需求（註 45）。 

2006 年周倩如發表＜公共圖書館推廣活動融入國民小學課程初探＞

一文，指出公共圖書館面對時代背景的差異，在規劃推廣活動策略上也有

所不同，可以分為二個階段（註 46）： 
1. 以社教推廣活動出發推展圖書館利用教育 

資訊社會時代的圖書館，對不少民眾而言仍是陌生的。如何吸引

民眾走入圖書館，發現潛在讀者，教導民眾認識圖書館是重要的

課題。同時，圖書館基於社會教育的功能，為提供民眾終身學習

的機會，達到發揚傳統文化的目的，策辦豐富的社教推廣活動成

為不可或缺的服務之一。 
2. 以閱讀推廣活動出發推展民眾資訊素養 

在知識經濟時代，公共圖書館除了持續維持傳統保存文化、傳播

資訊、教育民眾及休閒娛樂等四大功能外，如何使民眾具備足夠

的資訊素養，也是圖書館應該努力的方向。然而傳統的社教推廣

活動，對閱讀風氣的推廣及圖書館利用風氣的養成，並無直接的

幫助。因此現今的圖書館在推廣活動內容的規劃上，積極地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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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設計各種閱讀推廣活動為方針。 

程良雄在＜圖書館推廣服務的原則與實務＞一文指出，工商企業經營

的行銷理論與技巧轉移應用到圖書館事業，並強調使用者的需求，即所謂

的圖書館行銷，將館藏資訊、館員服務實況及各項活動資訊，以迅速確實

的管道向各地讀者傳遞，當可深入基層每一角落，使民眾認識、瞭解圖書

館，進而喜歡利用圖書館資源，發揮圖書館功能，這也是圖書館推廣服務

的意義。程良雄認為圖書館推廣服務的內容包括（註 47）： 
1. 服務地域的推廣：由圖書館所在地向外推廣，遍及各地； 
2. 服務項目的推廣：此為推廣服務的重點工作，使館藏資源及館內

服務，依多樣化形式，讓更多的人使用； 
3. 服務對象的推廣：圖書館因類型不同，其服務對象亦不完全一致，

由一般民眾、學生或特定人員推廣到其他人員，則因不同層次的

學經歷背景與不同需求，宜設計不同的推廣服務模式； 
4. 服務時段的推廣：各圖書館人力財力及環境因素不同，為讀者所

提供的服務時段也不同，必須妥善運用宣導方式，讓讀者完全了

解，充分利用。 
該文並將我國行政三聯制：計畫、執行、考核三大項，應用到推廣實務工

作的過程中： 
1. 計畫：事先調查民眾或讀者的需求，蒐集相關資料，並經統計分

析，藉以了解工作者、服務員及讀者的意願、人數，活動環境、

場地選擇及經費概況，進而決定推廣服務的主題，著手研擬實施

計畫； 
2. 執行：有了詳細的計畫，必須按照既定計畫，認真執行，且應發

揮團隊精神，全力以赴； 
3. 考核（評鑑）：執行階段末期，務必了解推廣服務的績效，宜經

檢討、座談會及問卷調查等步驟，評量利弊得失，以供日後辦理

相關研習活動，作為改進的借鏡。 

林麗芳在＜圖書館的推廣服務與社區資源學習中心＞一文中指出，推

廣活動的目的就是要將圖書館的服務推銷出去使其廣為人知。希望透過各

種活動的舉辦，讓更多的人了解圖書館，接近圖書館，進而使用圖書館。

進入終身學習社會後，圖書館的推廣服務不僅只是上述的目的，更重要的

是社會教育的目的，除了提供民眾更多的學習機會與學習資源外，更負有

推動終身學習風潮的重要使命。整理出推廣服務的原則有（註 48）： 
1. 主動出擊：主動深入了解基層需求，才能有效的推動服務； 
2. 公平對待：圖書館在推廣活動的規劃上必需考慮到各個不同族群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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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均衡發展：服務項目的內容應注重讀者身心發展上的各種需要，

在活動區域的分佈上，也要考慮到城鄉的均衡發展； 
4. 整體規劃：推廣服務在規劃時應該集思廣益，整體考量； 
5. 永續經營：推廣服務在規劃時應有永續發展的理念，計劃時程需

包括短期、中期、長期等目標； 
6. 反映時事：活動的規劃需要能夠隨時掌握時代的脈動，才能吸引

讀者的注意； 
7. 顧客導向：規劃設計上，應以讀者的需求為依歸，以顧客導向的

原則來設計； 
8. 質量並重：推廣服務在量方面應擴大讀者參與的層面，及活動區

域的範圍，在質方面應提高讀者的受益程度； 
9. 善用資源：推廣服務應該具有共同生產的理念，廣泛運用社區資

源； 
10. 彈性變化：活動的舉辦應多樣化，活動的時間、地點及舉辦方式

都可以大膽突破，應建立不同風格及特色的活動； 
11. 運用科技：圖書館可以多利用新的科技來做為圖書館推廣的輔

助，例如運用網路、社區有線電視來傳播訊息。 

圖書館就是把人類思想言行的各項記錄，加以蒐集、整理、保存，以

便於利用的機構。人們可以透過圖書館的服務，把各種看法、想法和經驗

一代一代的傳延下去（註49）。為能充分發揮圖書館的功能，完成圖書館

的任務，唯有不斷地加強推廣服務工作。現代化的圖書館不再只是藏書

樓，公共圖書館提供了豐富的學習資源等待社區民眾挖掘，而圖書館推廣

服務無疑是為這些豐富的學習資源開啟了一個契機，使其能得被民眾充分

的利用。在進行推廣活動時，圖書館應對其所服務的社區進行全面的調查

與了解，公共圖書館必須融入社區，深入了解社區需求，隨社區成長，提

供社區居民適切的資訊，以開展多元化的推廣服務。 

二、 鄉鎮圖書館相關營運計畫 

    近年來，為了改善圖書館的營運績效，使公共圖書館能夠真正融入社

區，達成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建設圖書館成為社區的資源與學習中心，

政府與各相關單位著手規劃了一系列的改造計畫。包括了「愛鄉！讀鄉！

公共圖書館推動閱讀計畫」與「重建區公共圖書館經營管理金點子計畫」，

而「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劃」的實施更為目前臺灣地區鄉鎮圖書

館的營運帶來重大影響，以下將針對近年來之各項計畫進行探討。 

民國 90 年教育部委託國家圖書館策劃辦理「愛鄉！讀鄉！公共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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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推動閱讀計畫」。結合「閱讀」與「鄉土」兩大主題，透過全國各公共

圖書館進行閱讀的推廣。計畫目標包括（註 50）： 
1. 希望每一個民眾都以認識本鄉為榮； 
2. 激起民眾探究故鄉源流掌故的興趣； 
3. 鄉土資料及書目彙集； 
4. 建立公共圖書館推動閱讀活動模式； 
5. 編輯公共圖書館推動閱讀活動手冊； 
6. 讓社會大眾了解公共圖書館是推動閱讀的重鎮； 
7. 做為全民閱讀運動的第一步。 

國家圖書館負責彙編出版《愛鄉讀鄉系列活動參考手冊》與《愛鄉讀

鄉系列活動參考書目》，提供公共圖書館作為辦理活動之參考，各級公共

圖書館也配合舉辦各項推廣活動。希望藉由「愛鄉！讀鄉！：公共圖書館

推動閱讀計畫」作為推廣閱讀活動的起點。而透過鄉土資料的閱讀及活動

的參與，除了散播書香種子外，更能喚起全民對鄉土的認識與熱愛（註

51）。 

在「愛鄉！讀鄉！公共圖書館推動閱讀計畫」的推動之下，公共圖書

館與鄉土文化的結合產生了許多效益，如埔里鎮立圖書館將活動中獲得推

薦、徵集的鄉土史料書籍加以蒐集，成立「埔里文庫」以典藏這些珍貴資

料。同時在圖書館與地方資源的結合之下，由公部門結合地方產業業者及

各種人才智庫，不僅讓民眾對於鄉土文化有更深的認識，更能開創發覺地

方的新面貌，帶動社區的發展（註 52）。 

民國 90 年恰逢臺灣地區發展 921 震災，921 震災雖然帶給民眾極大的

身心創傷，但卻也帶來了重建社區居民生活價值與新風貌的契機。文建會

基於希望跳脫傳統圖書館經營模式，打造民眾心目中理想的新世代公共圖

書館，及結合在地資源，使公共圖書館成為地方政府及居民共同關懷、經

營的文化中心。於是自民國 91 年起推動「重建區公共圖書館經營管理金

點子計畫」，計畫輔導 921 災區之九家公共圖書館（霧峰鄉以文圖書館、

竹崎鄉立圖書館、埔里鎮立圖書館、古坑鄉立圖書館、水里鄉立圖書館、

員林鎮立圖書館、和平鄉立圖書館、石岡鄉立圖書館、太平市立圖書館）

轉型，其目的在於（註 53）： 
1. 有效推動重建區公共圖書館經營管理新理念； 
2. 輔導各鄉鎮，使各鄉鎮能結合在地的力量經營新公共圖書館，以

達永續經營之目的； 
3. 使公共圖書館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成為社區之資訊資源與地方

文獻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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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立重建區公共圖書館經營管理輔導網，實地訪視並協助圖書館

空間之再造。 

    「重建區公共圖書館經營管理金點子計畫」共分為二期，自民國 91
年開始對外公開甄選，第一期選出霧峰鄉立圖書館、埔里鎮立圖書館、古

坑鄉立圖書館和竹崎鄉立圖書館共四個館進行補助，並聘請專家學者進行

重建之輔導工作。之後在民國 92 年進行第二期的計畫，徵選出石崗鄉立

圖書館、和平鄉立圖書館、太平市立圖書館、埔里鎮立圖書館、水里鄉立

圖書館、員林鎮立圖書館及竹崎鄉立圖書館共七個館，協助圖書館發堀地

方資源、特色，以有限的社區資源創造最大的發展可能性，結合地方民間

組織及社區資源，建置令人耳目一新的經營模式，讓圖書館成為社區之資

訊資源與地方文獻服務中心（註 54）。 

    「重建區公共圖書館經營管理金點子計畫」在經過兩年的努力，在各

界人士的輔導與協助之下，呈現出令人驚豔的成果，各個圖書館都展現出

煥然一新的風貌。例如具地方特色－咖啡與柳橙設計的古坑鄉立圖書館，

將老舊的老人活動中心改為美侖美奐的竹崎鄉立圖書館，以及與地方團體

緊密結合並在鄉內偏遠地區設立圖書站的水里鄉圖書館等，每個圖書館都

有不一樣的在地特色，結合社區營造、配合終身學習，創造出無限的可能，

讓圖書館成為民眾的生活中心（註 55）。 

在「重建區公共圖書館經營管理金點子計畫」之後，行政院文建會緊

接著在民國 92 年度提出了「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將金點

子計畫之精神，進一步推行到全國，擴大努力的目標，即（註 56）： 
1. 以有限社區資源，創造最大發展可能性，結合鄉（鎮、市、區）

公所、地方民間組織及社區資源，擬訂有助於圖書館創新發展，

永續經營管理之計畫； 
2. 鼓勵鄉（鎮、市、區）圖書館發揮創意，結合社區資源，提高圖

書館服務品質以達永續經營之目的； 
3. 在人力單薄經費有限的情況下，讓經營效率能事半功倍； 
4. 打破傳統被動服務方式，改以主動積極服務，呈現如誠品、敦煌

等書局高品質的閱讀氛圍，讓圖書館成為民眾流連忘返的「好所

在」。 
文建會希望藉由「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推動全國公共圖書

館的發展，希望各公共圖書館能夠結合鄉鎮市區公所、地方民間組織，運

用社區資源，共同發揮創意，建立具地方特色的圖書館，並將原有空間加

以改善，營造出高品質閱讀氛圍，使閱讀環境變得溫馨有趣，讓民眾喜歡

到圖書館來（註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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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圖書館在規劃軟硬體設施與服務的過程，通常缺乏社區居民參與

的機制，但是「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的實施，打破先前所有

對圖書館營運與管理的思維，在計畫中加入社區對圖書館經營管理的參

與，同時鼓勵公共圖書館走出原有的框架，以創意結合社區資源，讓圖書

館成為有趣，又讓人想加以探訪的地方。希望圖書館能夠以有限資源創造

最大的發展可能性，結合鄉鎮市公所與民間地方組織及社區資源，擬訂有

助於圖書館創新發展，永續經營管理之計畫（註 58）。 

「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從提出到執行最大的意義，除了

是具體改善鄉鎮圖書館的實質環境之外，最重要的是揭示了未來公共圖書

館必須融入社區營造與結合地方文化的營運方向。公共圖書館要從過去地

方上「社會教育機構」的格局，進一步擴展其「社區營造機制」的作用。

一個地方的公共圖書館，它的「公共性」，不僅在於它是「公家」設立的

機構，更重要的是在於大家對它的認同，並且產生公共的影響力。因此藉

由地方上居民共同的參與經營管理與利用，可以增進地方凝聚力與向心

力，發展圖書館成為民眾生活的交流中心，營造出一個可以閱讀地方環

境、地方文化、地方人事物及地方共同經驗的場所（註 59）。 

「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實施之後，國立臺中圖書館針對

全省共 301 所圖書館進行普查，分析公共圖書館營運與空間改善之成效。

根據調查的結果，圖書館的空間改造普遍獲得良好成效，讀者使用率大幅

增加，辦理借閱證人數成長 21.7%；讀者借閱人次成長 37.5%；讀者借閱

冊數成長 35.4%。另一方面圖書館各項空間的使用人數也明顯增加，其中

兒童閱覽室的成長最為顯著，平均使用人數成長 37.9%，而在積極推動親

子閱讀的情形下，也同步提高了成人使用期刊區與閱覽室的比例，其中期

刊室的使用人數成長更達到 60.4%，顯示圖書館的空間改善與經營訴求均

能獲得讀者認同。（註 60） 

  近年來政府積極推動公共圖書館改造計畫，從「愛鄉！讀鄉！：公共

圖書館推動閱讀計畫」開始，到協助 921 地震災區圖書館重建的「重建區

公共圖書館經營管理金點子計畫」，之後更進一步擴大執行範圍至全國各

鄉鎮圖書館，形成「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在一系列計畫的

執行之下，將全新的經營理念引進公共圖書館，使公共圖書館呈現了全新

的風貌，公共圖書館已漸漸由過去的「資訊中心」演化成為「文化中心」、

「學習資源中心」。圖書館融入社區，藉由社區總體營造理念的實踐，發

展出自身的特色，成為社區知識資訊平台，並帶動地方社區的發展，已經

成為未來公共圖書館經營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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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鄉鎮圖書館在規劃各類型之行銷推廣活動時，如何

將圖書館的行銷模式與社區中的各種資源做結合，運用社區資源行銷圖書

館之實際情形。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與訪談法進行研究。

以下各節將針對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架構、研究實施步驟進

行說明。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鄉鎮圖書館如何有效運用社區資源達到行銷推

廣圖書館之目標，因此蒐集大量圖書館行銷與社區資源運用之相關文獻，

包括博碩士論文、期刊論文、圖書、網路資源等，針對圖書館運用社區資

源行銷之理論與情況加以分析整理，建立研究之理論基礎，並且做為後續

研究之參考。 

二、 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以臺北縣深坑鄉、新店市、萬里鄉與宜蘭縣南澳鄉、宜蘭市、

壯圍鄉立圖書館做為研究對象。在「九十六年度臺北縣鄉鎮市圖書館營運

績效評量」中，深坑鄉、萬里鄉及新店市立圖書館，分別獲得鄉組及市鎮

組特優之評價，在社區資源的運用上，各有其獨特之處。另一方面，宜蘭

縣南澳鄉立圖書館以原住民文化為基礎，發展圖書館經營之特色；宜蘭市

立圖書館則在地方首長及社區人士的支持下，積極與社區合作，創造令人

驚豔的經營成效；壯圍鄉立圖書館藉由於社區之良好互動，得到鄉民的認

同，更多次在全國圖書館營運績效評鑑上得到優良評價。以上六所鄉鎮圖

書館在營運績效上均獲得肯定，具有研究價值，因此希望蒐集這六所圖書

館之各項發展資料，以瞭解圖書館對於結合社區資源進行圖書館行銷之想

法與實際運用情形。 

三、 訪談法 

本研究之訪談以面對面訪談的方式進行，透過面對面訪談的方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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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更直接的與受訪者溝通，更清楚的瞭解受訪者想法。訪談的對象則以鄉

鎮圖書館之相關工作人員為主，在圖書館方面，包括圖書館館長、相關業

務負責人，此外本研究也訪問與圖書館擁有合作關係之社區人士，以瞭解

社區對於鄉鎮圖書館參與社區發展及社區資源運用之概念，探討圖書館運

用社區資源之經驗與面臨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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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本研究以鄉鎮圖書館為研究對象，但是考量到時間與人力的限制，因

此以臺灣北部地區之鄉鎮圖書館為主，研究對象之選擇依據臺北縣文

化局所實施之「臺北縣鄉鎮市圖書館營運績效評量」，挑選獲得特優

評價的臺北縣深坑鄉、新店市及萬里鄉立圖書館。此外國立臺中圖書

館於民國 96 年舉辦臺灣公共圖書館的新世紀特展，呈現目前臺灣地

區公共圖書館經營之新風貌，並整理出版《臺灣公共圖書館的新世紀

特展：樂讀理想國》一書，介紹各鄉鎮圖書館經營之特色，因此本研

究也從中挑選在社區資源運用上，具有良好成效的宜蘭縣宜蘭市、壯

圍鄉、南澳鄉立圖書館作為研究對象。 

二、 本研究之受訪者以與鄉鎮圖書館行銷、推廣業務相關之人員為範圍，

包括鄉鎮圖書館從業人員以及與鄉鎮圖書館具有合作關係之社區人

士。 

三、 本研究參考之文獻以中、英文資料為限，未針對其他語文之相關文獻

進行探討，可能無法兼顧不同語言文化所呈現之各種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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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3-1 所示，首先蒐集圖書館行銷概念相關之文獻進

行探討並建立理論架構，之後再以研究動機、目的和理論架構為基礎，進

行訪談的設計，並針對鄉鎮圖書館經營與社區資源運用的情況進行研究個

案資料的蒐集，探究圖書館行銷經營以及圖書館與社區互動之情況，並根

據所蒐集到的資料建構出本研究之內容與結論。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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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實施步驟 

    本研究之流程如圖 3-2 所示，以下依序說明本研究之研究流程： 

1. 蒐集資料與確定研究主題 

廣泛蒐集資料，並從中發掘感興趣之研究問題。 

2. 訂定研究題目、動機、目的 

擬定研究題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並提出具體之研究問題。 

3. 建立研究理論與架構 

經由大量文獻之閱讀，分析、整理後確立本研究之理論基礎與架構。 

4. 確定研究對象 

擬定研究方法並尋找適當之研究對象。 

5. 撰寫研究計畫 

以文獻探討所建立之理論架構為基礎，編寫研究計畫書。 

6. 訪談問題設計 

依據研究之目的設計訪談問題之大綱。 

7. 進行訪談 

徵得研究對象同意後，實際進行訪談。 

8. 訪談內容整理、分析 

將訪談的內容與紀錄進行整理、分析，以獲取本研究所需之理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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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撰寫研究論文 

依據文獻探討與訪談內容分析結果，進行研究論文的撰寫，並提出結論

與建議。 

 

圖 3-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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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個案背景資料 

第一節 臺北縣深坑鄉立圖書館 

一、 深坑鄉概況介紹 

深坑鄉位於臺北市東南方，北、西、南三面與臺北市之南港、文山兩

區為界，東與石碇為鄰。四週多山，大部份屬中央山脈之南港丘陵地，其

高度由 30 公尺至 500 公尺不等，景美溪流貫其中，全區地勢東高西低。

深坑在日據時期為深坑廳政府所在地，管轄範圍包括現今新店、文山、木

柵等區域，具有悠久之歷史文化。加以地理條件的限制，使深坑保留了獨

特的小城風貌，老街、古厝、茶園加上名聞遐邇的豆腐，讓深坑散發出純

樸的風貌。深坑鄉面積為 20.58 平方公里（註 1），至民國 97 年 5 月為止，

人口總數為 22,563 人，其中男性 11,478 人，女性 11,085 人（註 2）。 

二、 深坑鄉立圖書館發展概況 

為落實「一鄉鎮一圖書館」的政策，致力推展基層文化建設，倡道鄉

民培養讀書風氣，深坑鄉遂於民國 77 年籌建綜合辦公大樓時，規劃一樓

為鄉立圖書館，館舍面積為 977.49 平方公尺（含社教教室和電腦教室）。

綜合大樓於民國 80 年 9 月完工，81 年 1 月 1 日正式開館供民眾使用，民

國 83 年 10 月完成立案正式組織編制。深坑鄉立圖書館開放時間為平日上

午 8：30 至晚上 20：30；假日則為上午 8：30 至下午 17：00，其中值得

一提的是深坑鄉立圖書館為強化服務，因此週一仍然照常開放，不同於一

般公共圖書館固定週一休館之慣例。總計圖書館每週開館服務時間為 76
小時，也讓圖書館能更全面的推展各項服務（註 3）。 

深坑鄉立圖書館於 93 年獲文建會「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

補助，積極進行圖書館內、外部空間及營運的改善。93 年度深坑鄉立圖書

館獲得國家圖書館評鑑為營運績優圖書館，並且連續兩屆獲得「臺北縣鄉

鎮市圖書館營運績效評量」特優之成績，經營之成果有目共睹。根據民國

96 年之統計資料，深坑鄉圖書館共藏有圖書 49,401 冊、期刊 72 種、報紙

20 種，並且以地方文史和豆腐、地震資料為其主要之特色館藏（註 4）。 

深坑鄉立圖書館的館舍佔地約 977.49 坪，館舍面積雖然有限，但是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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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十分用心於圖書館內、外部空間之規劃。包括辦公室、館員工作室、單

一窗口服務台、開架式書庫、普通閱覽室、參考室、兒童閱覽室（圖 4-1）、 

 
圖 4-1 深坑鄉圖書館兒童閱覽室 

自修室暨團體欣賞影片室、文化藝廊（圖 4-2）、合訂本區等，同時在館內 

 
圖 4-2 深坑鄉圖書館文化藝廊 

館內設置好書天天交換專櫃、新到圖書專櫃、兒童英語繪本專區、地方文

史及特色館藏區（圖 4-3），提供各項服務。館舍空間採透明式玻璃區隔（圖

4-4），視野寬廣一覽無遺。另於館外設藝文研習中心（電腦教室、社教教

室）。深坑鄉圖書館在經過空間改造計畫之後，增添的軟硬體設備將館藏

資源活用化，讓圖書館朝文化生活資訊中心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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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深坑鄉圖書館地方文史及特色館藏區 

 
圖 4-4 深坑鄉圖書館採透明式玻璃區隔之館舍 

三、 深坑鄉立圖書館社區資源運用情形 

（一） 文化資源 

由於深坑鄉以豆腐、竹筍、茶葉、黑猪肉等農特產品聞名全國，同時

深坑老街也早已成為著名的旅遊景點，因此豆腐等特產及老街悠久的歷史

文化也成為圖書館最重要的社區資源。因此深坑鄉立圖書館有計畫的運用

這些資源，與相關行政單位合作規劃大型的推廣活動，以行銷深坑地方之

特色。如 2007 年 6 月即舉辦了「深坑四寶文化節」，藉由與臺北縣政府、

深坑鄉公所的合作，規劃了一系列的活動，帶領民眾品嚐深坑的四項特產

－黑猪肉、綠竹筍、豆腐以及茶葉的好滋味，加上古厝、古蹟、古道、步

道等景點導覽，讓民眾能夠更深入了解深坑鄉的地方特色與文化。「四寶

文化節」活動期間自 2007 年 6 月 16 日開始至 6 月 30 日，除了在活動舉

辦前先進行了活動 LOGO 的公開徵選（圖 4-5），同時也召開記者會進行擴

大宣傳，並規畫了各式活動以行銷深坑鄉之特色，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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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2007 深坑四寶文化節海報圖樣及活動 LOGO 

表 4-1 深坑四寶文化節系列活動表 
活動名稱 內容 

深坑廟會藝術 
推展深坑文化及廟宮，內容包含各廟宮的陣頭表演及深坑街

頭踩街之行，踩街後人潮聚集於魅力舞台秀參觀開幕式 

魅力舞台秀 
由名媛士紳帶領與民眾互動，以輕鬆的方式，讓四寶美食深

植於大眾的心目中。 

四寶主題館 
針對深坑四寶設立主題館，以視覺、嗅覺、味覺、觸覺等感

官統合方式，展現四寶的特色及文化。 

深坑藝文展 
藉著深坑四寶文化節所拓展的平台，將精美作品呈現在眾人

面前，更可讓民眾深入瞭解深坑簪纓之美，同時設置找茶小

棧，在補充精神食糧的同時，喝一杯道地的深坑茗茶。 

四寶.古道逍遙

遊 

安排深坑生態導覽活動及校外教學活動，搭配四寶深度探

索、體驗活動，探訪深坑鄉境內大自然秘境，攀爬層層山徑，

享受峰巒疊翠的美感。 

自然生態健行 
探索深坑自然生態之美，穿梭於世外桃源，給繁忙的現代人

一趟大自然的洗禮。 

（二） 人力資源 

深坑鄉為了推展社會教育，落實終身學習理念，並提倡鄉民休閒，調

劑身心，充實精神生活內涵。因此由圖書館積極的推動各項藝文研習班，

聘請社區內之專業藝文人士帶領民眾學習各項技藝，並且定期舉辦成果發

表。以 97 年度第一期藝文研習班為例，深坑鄉立圖書館辦理的研習班類

型如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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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深坑鄉立圖書館 97 年度第一期研習班別與授課內容 

項次 班別 指導老師 教學內容 

1 日語基礎 李志強 
1. 五十音發音教學 
2. 日文初級基礎課程 
3. 簡易基礎會話 

2 日語進階 李志強 
1. 名詞、形容詞、動詞五段等等 
2. 生活日語會話 

3 
傳統民療整體

療法 
林嘉宏 

1. 十二經絡之循行與穴道走向 
2. 經絡之刮痧、拔罐、推拿法 
3. 經絡之養生、保健與醫學常識 

4 木工 DIY 高泉沐 
1. 實木小板凳、CD 收藏架 
2. 小木屋存錢筒、創意造型檯燈 
3. 油漆塗裝、砂光 

5 新娘秘書基礎 李翊姍 

1. 新娘秘書概念、認識化妝用品 
2. 粉底基本上法、修眉及畫眉練習

3. 黏貼雙眼皮及睫毛、眼影化妝練

習 

6 兒童書法 謝光信 
1. 正確的執筆方式 
2. 熟練起筆、運筆、收筆的技巧 
3. 國字裡各筆劃的佈局及粗細搭配

7 兒童捏塑 劉家芬 

1. 基礎捏塑技巧 
2. 簡單的卡通/動物功能性組合捏

塑 
3. 結合黏土製作美化環境裝飾品 

8 成人公仔捏塑 黃淑蕙 
1. 基礎捏塑技巧 
2. 可愛公仔製作 
3. 簡易傢飾 

9 油畫 郭掌從 

1. 基礎油畫、素描練習 
2. 花卉靜物寫生 
3. 風景寫生 
4. 油畫創作 

10 毛衣編織 高阿里 

1. 棒針、起針練習 
2. 紙藤手提袋或帽子 
3. 毛衣基礎編織 
4. 製圖織法介紹 
5. 各式背心、披肩等織品製作 

11 國畫 王文清 1. 國畫執筆、用筆、運筆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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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班別 指導老師 教學內容 
2. 各式用墨法：渲染法、破墨法、

拓墨法 
3. 山水畫的實作練習 

12 兒童美術 陳維霖 

利用故事及圖畫書作引導、讓孩子

在快樂中學習水彩、粉蠟筆、粉彩、

壓克力彩等基本畫法及簡單的立體

創作。 

13 拼布進階 潘淑真 

1. 六角形、梯形、貼布繡的設計與

接法（袋物） 
2. 圓形的設計與接法（背墊） 
3. 幾何圖形的設計與接法（自由創

作） 

14 吸管藝術 DIY 饒怡樺 
1. 吸管捏、壓、折、剪等基本技巧

2. 吸管編織法的基本技巧 
3. 成品製作 

15 電腦文書處理 賴瑛杰 

1. Word 基礎文件編輯技巧與應用 
2. Excel 資料建置與基礎資料計算

技巧與應用 
3. PowerPoint 基本簡報製作技巧，

互動式簡報設計技巧 

16 
電腦及網路 
基礎（一） 

賴瑛杰 
1. 電腦硬體與作業系統基礎概念 
2. 網際網路基礎概念、裝置及應用

3. 網路即時通訊、網路與資訊安

全、電子郵件、電子報、RSS 的

應用及操作 
17 

電腦及網路 
基礎（二） 

江致翰 

18 
網路應用進階

班 
賴瑛杰 

1. 利用網路進行商品拍賣教學 
2. 商品拍攝技巧及數位相片編修 
3. 部落格（blog）建置與管理 
4. 影音網站介紹與視聽檔案上傳教

學 

    深坑鄉立圖書館多年來持續舉辦藝文研習班，除了積極鼓勵民眾參與

之外，研習班的師資來源也盡量由社區內之藝文人士中遴選。圖書館並定

期為參與研習班之民眾舉行成果發表，同時也在圖書館內另闢空間展出教

師與學員之作品，成功的拉近了社區民眾與圖書館之間的距離。 

    深坑鄉立圖書館充分運用有限的空間，創造出最大的價值。環顧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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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舍空間，處處可以見到館方精心的規劃與佈置。另一方面，圖書館也努

力在扮演社區生活資訊中心的角色，透過各種推廣活動，並且用心傾聽讀

者的意見，積極改善圖書館的營運與服務，將圖書館與深坑鄉民的生活緊

密結合在一起。此外圖書館也跳脫空間的限制，將服務的範圍擴及至網際

網路，在 2007 年設立部落格（http://www.wretch.cc/blog/shenkenglib）與網

路相簿（http://www.wretch.cc/album/shenkenglib），經由網路無遠弗界的特

性，讓圖書館的服務可以更有效率的傳播。 

 

 

 

 

 

 

 

 

 

 

 

 

 

 

 



50 
 

第二節 臺北縣萬里鄉立圖書館 

一、 萬里鄉概況介紹 

萬里鄉位於臺灣島的北部，東北面向東海，西南隔著五指山與臺北市

士林區及臺北縣汐止鎮接壤，西北方和金山鄉相鄰，東南方與基隆市相

連，絕大部份為山坡地地形，萬里鄉就地理環境來說是屬於背山面海的鄉

鎮，海岸線長達十一公里，狀似芭蕉扇形，東北較寬、西南較窄，野柳岬

突出於東北海上；地勢西南高、東北低。萬里鄉以其自然景觀著名，區域

內有包含野柳、翡翠灣等風景區。萬里鄉面積為 63.38 平方公里（註 5），
至民國 97 年 5 月為止，人口總數為 20,734 人，其中男性 10,697 人，女性

10,037 人（註 6）。 

二、 萬里鄉立圖書館發展概況 

萬里鄉立圖書館設立於民國 78 年 9 月 15 日，位於臺北縣萬里鄉文化

商業綜合大樓四樓。民國 92 年間獲文建會「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

計畫」補助。將內部空間重新整修，圖書館內設有兒童閱覽室，視聽中心

及網際遨遊區、K 書中心、雙弧形之藝文走廊，並且設有大片觀景窗區供

民眾欣賞海景。萬里鄉立圖書館於民國 96 年度獲得「臺北縣鄉鎮市圖書

館營運績效評量」鄉組特優，在營運績效上受到相當的好評（註 7）。 

萬里鄉圖書館開放時間不分平日、假日均為上午 9：00 至下午 17：00，
同時每週一固定為休館日，但是較特別的是在每年 6 至 8 月暑假期間，圖

書館週二至週五開放時間延長至晚間 20：00。根據民國 96 年之統計資料，

萬里鄉圖書館共藏有圖書 40,533 冊、期刊 53 種、報紙 15 種（註 8）。為

了配合萬里地區的觀光、休閒特色，圖書館也建立以旅遊類書籍為主的特

色館藏。萬里鄉圖書館也特別用心在圖書館空間的改造上，在館舍的設計

上充分與地方之自然特色景觀結合，發展出獨有之特色。 

萬里鄉立圖書館館舍面積只有 250 坪，可運用的空間十分有限，但是

實際進到圖書館內，卻絲毫感覺不到空間侷促所帶來的壓迫感，取而代之

的是應用規劃巧思所帶來的明亮空間與輕鬆、舒服的氛圍。扇形服務台與

後方較低矮的書架設計（圖 4-6），充分利用圖書館外優美的自然景色，為

圖書館帶來開闊的視覺效果，而弧形書架的設計（圖 4-7），除了有效運用

空間之外，也結合圖書館外之海景，營造海浪、海灣之形象，對於圖書館

內部氣氛的經營有相當大的加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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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萬里鄉圖書館扇形服務台 

 
圖 4-7 萬里鄉圖書館弧形書架 

三、 萬里鄉立圖書館社區資源運用情形 

（一） 自然資源 

萬里鄉圖書館最大的特點在於充分運用圖書館所在地之自然環境特

色，進行空間的規劃。萬里鄉本身的地理環境具有背山面海的特色，而圖

書館所在之文化商業綜合大樓也恰巧座落於這樣的環境之中。民國 92 年，

圖書館在爭取到文建會「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之補助後，即

著手進行圖書館空間的改善。由於圖書館前方即面向港口，具有良好的視

野，因此在圖書館內規劃「觀海區」（圖 4-8），並在館內設置咖啡機供讀

者利用（圖 4-9）。藉由海景與咖啡的結合，強化圖書館的休閒氣息，不僅

符合萬里當地的休閒旅遊特色，也可藉此達到吸引讀者的目的。萬里鄉圖

書館成功運用圖書館週邊的自然資源，規劃海景、書香、咖啡香、網際遨

遊區等特色區域，成為圖書館的最佳行銷賣點，也成功達到吸引讀者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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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萬里鄉圖書館觀海區 

 
圖 4-9 萬里鄉圖書館內之咖啡機 

萬里鄉圖書館對於空間規劃的巧思也展現在館藏配置方面，為省卻讀

者尋找書籍所耗費之時間，並且便利讀者充份利用館藏資源，圖書館特別

結合館內之特色館藏，將書籍分類設置專區，包括有名人書籍閱讀區與旅

遊書籍專區等。圖書館在觀海區處，設置名人書籍閱讀區（圖 4-10）。共 

 
圖 4-10 萬里鄉圖書館名人書籍閱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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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趙寧、李敖、于美人、吳淡如、張曼娟、曹又方、廖輝英、吳念真、苦

苓、張曉風等名人書籍專區，提供讀者選書的便利性，讀者也可一邊閱讀

名人書籍，一邊欣賞海景或飲用咖啡。此外由於萬里鄉內多處景點為北海

岸旅遊勝地，除了圖書館的建築風格充分展現知性和休閒的氛圍之外，圖

書館也蒐集了國內外各類旅遊書籍、資料以供讀者參考，同時也成為圖書

館的特色館藏（圖 4-11）。 

 
圖 4-11 萬里鄉圖書館旅遊書籍專區 

萬里鄉圖書館充分利用館內有限的空間，在館內規劃藝文走廊，並定

期安排展覽活動（圖 4-12）。藝文走廊設計為雙弧形，與柔和溫馨的燈光

相互映照，脫離制式展覽的疏離感，讓藝術品和民眾能有更親切的互動，

更是萬里鄉鄉民及北海岸地區藝術家創作展示的舞台。每三個月更換一次

的主題展覽，活動性質以在地性、藝文性及創作性之動靜態展覽為原則，

邀請社區內之藝文人士舉辦展覽。特別是和萬里鄉轄內的學校合作，在每

年暑假期間固定在藝文走廊舉辦師生作品成果展，結合社區內之藝文資

源，成功推動全鄉的文化藝術氣息，並提昇鄉民的休閒生活品質。 

 
圖 4-12 萬里鄉圖書館藝文走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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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構資源 

萬里鄉圖書館為培養從小紮根的閱讀習慣，因此積極從事閱讀推廣活

動，除規劃兒童閱覽室之外，同時與社區內之學校建立合作關係，使閱讀

深耕於學校。藉由於鄰近之大鵬國小、崁腳國小、大坪國小、野柳國小等

合作舉辦「媽媽說故事活動，提倡兒童閱讀運動，以豐富兒童的閱讀世界。

另為鼓勵鄉內國中及各國小學生閱讀，圖書館特別製作文化學習護照，發

予學生做為閱讀時之記錄，並給予表現良好之學生適當獎勵。籍由閱讀活

動的推廣，學生從小養成閱讀的好習慣，並進一步影響他人，從而建立一

書香社會，並達成讀萬卷書，行「萬里」路的目標。 

除了兒童閱讀的推廣之外，萬里鄉圖書館也舉辦各類藝文活動，其中

為縮短城鄉之數位落差，萬里鄉圖書館除了在館內規劃設備新穎之電腦視

聽中心，同時特別與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合作辦理電腦研習活動。透

過與康寧專校志工團隊的共同努力，充分利用社會教育資源，首先由學生

志工團隊針對圖書館之故事媽媽及義工進行培訓，再由培訓後之故事媽媽

及義工來輔導教學並推廣至全鄉鄉民，使萬里鄉圖書館成為北海岸地區的

資訊教育中心。 

萬里鄉圖書館除了改造館舍空間與自然環境結合之外，也積極與社區

內的各機關團體合作。在館內規劃「藝文走廊」，展出社區內學校學生或

其他民眾之藝術作品，透過這種方式與強化與民眾之間的互動，並且充分

的運用社區內之各項資源。雖然圖書館的空間並不大，但在有效的運用之

下，使圖書館不僅拉近了與民眾之間的距離，也發展出獨一無二的特色，

讓圖書館的經營效益發揮的淋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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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北縣新店市立圖書館 

一、 新店市概況介紹 

新店市位居臺北縣南端臺北盆地東南隅，東鄰石碇鄉，西界中和市，

南銜烏來鄉，北與景美、木柵為界。新店市轄內山脈綿延，地勢南高北低

屬臺灣北部雪山山脈分支之丘陵地帶，山巒疊起，地勢陡峻，自南邊海拔

一千公尺之大桶山向北逐漸降低，以迄臺北盆地邊緣，河流源自於烏來之

拳頭山南勢溪與發源於宜蘭縣坪林之北勢溪匯集成為新店溪。新店市內藝

文活動盛行，朝文化休閒的新都市的發展方向邁進。碧潭風景區是新店市

轄內著名之景點，文山包種茶為新店地區之特產，茶葉品質極佳（註 9）。
新店市面積為 120.23 平方公里，至民國 97 年 5 月為止，人口總數為 290,768
人，其中男性 143,448 人，女性 147,320 人（註 10）。 

二、 新店市立圖書館發展概況 

新店市為響應政府「一鄉鎮一圖書館」政策，致力推行基層文

化建設，提昇民眾生活品質為目標，於民國 74 年逕自籌經費伍佰

萬元，並向縣政府爭取補助款壹仟伍佰萬元，規劃興建一座多功能

多目標的文化大樓 (一樓及地下一樓為藝文展覽廳，二樓為兒童館

及自修室，三樓為綜合性圖書館，四樓為會議室及行政室，五樓為

演藝廳 )，建地面積為 638.9 平方公尺，於民國 76 年 10 月 25 日正

式開館啟用並供民眾使用。民國 92 年 6 月爭取行政院「公共圖書館空

間及營運改善」經費新台幣 1,270 萬元專款專用於總館、北新、碧潭、中

央、日興、仁愛、寶興等分館及中正閱覽室空間改善工程，至民國 93 年 4
月各館空間營運改善完成，並規劃館藏特色。民國 93 年 9 月配合爭取文

建會經費將青潭閱覽室改為青潭文物典藏室，作為文史館文物典藏之處所

（註 11）。新店圖書館目前藏有圖書 178,598 冊、期刊 215 種、報紙 89 種

（註 12），並且充分與社區結合，積極運用各項社區資源，推展圖書館之

各項業務。 

新店市立圖書館除總館外，另外於新店市區內設有 14 處分館、閱覽

室及文史館，各館之基本資料如表 4-3（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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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新店市立圖書館總館及各分館資料 
圖書館 館藏特色 館藏量 

圖書館總館 綜合 41,105 冊 

新店市文史館 
清朝、日治、民國時期，本市先民

所使用之古物 
620 餘件 

中央圖書分館 綜合 10,895 冊 
碧潭圖書分館 觀光、休閒 11,521 冊 
日興圖書分館 宗教 10,845 冊 
寶興圖書分館 綜合 15,652 冊 
北新圖書分館 親職 10,783 冊 
仁愛圖書分館 婦幼 15,350 冊 
百忍圖書分館 綜合 10,252 冊 
三民圖書分館 兒童、青少年、網路資訊 13,588 冊 
德安閱覽室 綜合 6,553 冊 
大鵬閱覽室 綜合 5,912 冊 
龜山閱覽室 綜合 6,582 冊 
福民閱覽室 閱覽、自修 － 
中正閱覽室 閱覽、自修 － 

 

三、 新店市立圖書館社區資源運用情形 

（一） 機構資源 

新店市立圖書館於民國 96 年度獲得「臺北縣鄉鎮市圖書館營運績效

評量」市鎮組特優，充分與社區互動，積極運用社區資源，推動行動書車、

書香商店等服務。新店市圖書館改裝民間企業贊助的廂型車為「行動圖書

館」，目前行動圖書車巡迴新店市 13 個點，對象包括學校、社區、企業機

關，如表 4-4（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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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新店市立圖書館行動圖書館服務據點 
星期 服務地點 時間 

星期二 
安坑國小 上午 09：00~11：30 
屈尺國小 中午 12：00~13：30 
花園新城 下午 14：00~16：00 

星期三 
雙城國小 上午 09：00~11：00 
臺北小城 中午 11：30~13：30 

安和里義工服務處 下午 14：00~16：00 

星期四 
柴埕里辦公處 上午 09：00~11：30 

神腦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中午 12：00~13：30 
新和國小 下午 14：00~15：30 

星期五 
青潭國小 上午 09：00~11：30 

玫瑰社區福德宮廣場 下午 14：00~16：30 

星期六 
伴吾別墅社區 上午 09：00~11：30 

達觀會館 下午 14：00~16：30 

除了行動圖書館之外，新店圖書館也積極與社區內之商家合作，推行

書香商店的設立，在商店內擺放圖書館汰舊且已完成報廢手續的過期書刊

或雜誌，再透過館方不定期的更換圖書、活動資料與文宣。目前加入新店

市立圖書館的書香商店共有 44 家，書香商店也提供許多優惠給予讀者，

透過這樣的方式，以達到與民眾的交流與互動。而圖書館為感謝店家配合

推動閱讀活動，只要加入書香商店，即會由新店市公所頒給感謝狀，並於

圖書館專屬的網站上製作介紹該店家的網頁。藉由行動圖書館與書香商店

也讓圖書館將閱讀推廣到新店市的大街小巷。 

（二） 人力資源 

志工也是新店市立圖書館相當重要的社區資源，圖書館有計畫的招募

社區中的熱心人士，並且加以培訓，組成志工團體，成為圖書館最有力的

幫手。新店市立圖書館目前共有 85 位志工，依工作性質可以分為三種類

型： 
1. 文化志工：負責館內各項藝文展覽之解說導覽工作，由社區內之藝

文人士協助進行相關培訓工作。 
2. 文史志工：協助新店市文史館內各項文物之解說導覽工作，培訓工

作則委由臺北縣文史學會協助。 
3. 推廣志工：協助圖書館內的各項業務，包括流通、上架等。 

此外，新店市立圖書館致力於新店市文史資料的保存，因此也規劃要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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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志工團隊，希望能夠透過影像來記錄新店市的好山好水。新店市立圖

書館在志工的經營上不遺餘力，除了提供相關的培訓工作之外，圖書館也

經常為志工舉辦活動，例如出遊、志工成果展等，以凝聚志工之向心力，

也讓志工成為新店市立圖書館最重要的資源。 

新店市藝文風氣盛行，社區內有許多知名之藝文人士，因此圖書館

內也設置有展覽室，除了提供社區內之藝文人士一個展出作品的空間之

外，圖書館也經常邀請知名之藝術家前來舉辦展覽，以民國 97 年度為例，

各項展覽之檔期安排如表 4-5（註 15）： 

表 4-5 97 年度新店市立圖書館展覽檔期 
編號 展出時間 展出內容 展出地點 

1 3/6－4/6 林筠師生聯展 第二展覽室 
2 3/8－3/21 佛教文物之美展 第一展覽室 
3 3/25－4/25 張宗紳詩書畫展 第一展覽室 
4 4/10－4/27 卓秀聰八十彩墨畫展 第二展覽室 
5 4/29－5/18 邱鍚勳柏油畫展 第一展覽室 
6 5/22－6/7 程月珠工筆彩墨展 第二展覽室 
7 6/12－6/29 志工成果展 第二展覽室 
8 6/12－6/29 李正輝油畫展 第一展覽室 
9 7/3－7/20 才藝班春/秋季成果展 第一、二展覽室

10 7/24－8/10 弘揚固有歴史倫理道德文化書畫展 第二展覽室 
11 7/24－8/10 寂光、微塵（蕭碩舉） 第一展覽室 
12 8/14－9/7 2008 百位藝術家聯展 第一、二展覽室

13 9/11－9/28 攝影比賽優勝作品展 第一展覽室 
14 10/2－10/19 蔡元桓創作個展 第一展覽室 
15 10/2－10/19 許永國窗花銅爐個展 第二展覽室 
16 10/23－11/9 余素君油畫展 第二展覽室 
17 10/23－11/9 口足畫家聯展 第一展覽室 
18 11/13－11/30 山岳攝影協會 第一、二展覽室

19 12/4－12/21 悠遊書海大書創作展 第一、二展覽室

20 12/25－1/11 楊信弘水彩半世紀甲子個展 第一、二展覽室

其中「百位藝術家聯展」為每年固定舉辦之展覽，展出之對象以圖書館所

整理之社區藝文人士名冊為主，在舉辦展覽的同時，也讓圖書館與社區內

之藝文人士保持聯繫，更新藝文人士名冊，做為未來圖書館辦理活動之參

考。新店市內擁有豐富的藝術、文化資源，而圖書館也懂得善用這些資源，

也讓圖書館在陶冶民眾心靈的功能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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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宜蘭縣南澳鄉立圖書館 

一、 南澳鄉概況介紹 

    宜蘭縣南澳鄉位於宜蘭縣東南方，由於位處蘇澳南方，因此被稱為南

澳，境內多高山及溪流，其中東澳溪、大南澳溪、和平溪等河川中上游山

地，為南澳群泰雅族人的原居地，而河川下游及出海口處所沖積而成的三

角洲平原，則成為泰雅族人建立聚落之所在，因此南澳鄉居民的組成以泰

雅族原住民為主，另外還有部分漢人、噶瑪蘭及平埔族人。南澳鄉為宜蘭

縣境內面積最大的鄉鎮，面積有 740.65 平方公里，同時也是人口密度最小

的地區（註 16）。至民國 97 年 5 月為止，南澳鄉人口總數為 5,820 人，其

中男性 3,110 人，女性 2,710 人（註 17）。 

二、 南澳鄉立圖書館發展概況 

    南澳鄉立圖書館之館舍於民國 85 年 6 月配合鄉公所行政大樓動工興

建，於民國 86 年 6 月正式開館服務地方民眾。南澳鄉立圖書館為服務民

眾，因此每週開館七天，除國定假日外，幾乎是全年無休，提供民眾更全

面的服務，也使南澳鄉立圖書館的圖書借閱率在宜蘭縣的 12 所鄉鎮圖書

館中總能名列前茅（註 18）。 

    南澳鄉立圖書館經營的用心程度，可以從圖書館空間的改善上感受的

到。南澳鄉立圖書館在民國 92 年爭取到文建會「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

改善計畫」補助 200 萬元，改善原本圖書館刻板、冰冷的設備與氣氛。改

善後的圖書館，閱讀環境清雅寧靜，且融入了濃厚的藝文氣息及泰雅原住

民傳統風味，同時以原住民資料作為圖書館的特色館藏，使圖書館的進館

人次明顯成長，成為一般民眾最佳的休閒場所。 

    由於南澳鄉地處偏遠，青壯年人口大多在外地工作，為照顧學童，因

此圖書館特別用心於兒童的服務。圖書館空間雖然不大，但是從兒童閱覽

室（圖 4-13）及電腦教室（圖 4-14）等空間的設計規劃，就能夠感受的到

圖書館對於兒童服務的用心經營。為縮短城鄉數位落差而闢建的電腦教室

和兼具閱覽與視聽功能的兒童閱覽室，均成為學童流連忘返的地方，也使



60 
 

學童將利用圖書館當成一種習慣，讓圖書館成為這個偏遠原鄉重要的學習

中心。 

 
圖 4-13 南澳鄉圖書館兒童閱覽室 

 
圖 4-14 南澳鄉圖書館電腦教室 

三、 南澳鄉立圖書館社區資源運用情形 

（一） 文化資源 

南澳鄉居民以泰雅族原住民為主，因此原住民文化成為圖書館非常重

要的資源。圖書館與南澳鄉的泰雅文化產業結合，館內處處可以見到濃厚

的原住民風情，呈現出一種不同於一般圖書館的風味。例如兒童閱覽室內

的小木屋（圖 4-15）、木製標示牌及木雕、盆栽擺設（圖 4-16），還有館外

的綠色走廊（圖 4-17），將原鄉的自然風貌徹底的融入圖書館的建築之中，

也成為南澳鄉圖書館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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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南澳鄉圖書館原住民小木屋 

 
圖 4-16 南澳鄉圖書館木製標示牌及木雕擺設 

 
圖 4-17 南澳鄉圖書館綠色走廊 

    南澳鄉立圖書館保存原住民文化的用心也展現在圖書館的館藏特色

上。為配合一鄉鎮一特色的概念，因此圖書館努力蒐集原住民資料，在館

內設立「泰雅圖書區」（圖 4-18），在長久以來辛苦的經營之下，已經成為

質量兼具的特色館藏，不僅成為研究原住民文化的重要資源，也吸引更多

不同族群的使用者前來利用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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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南澳鄉圖書館泰雅圖書區 

（二） 機構資源 

南澳鄉立圖書館為了推廣圖書館利用教育，每年都規劃了多項活動，

特別是在兒童閱讀及縮短城鄉差距方面，圖書館更是用心經營，舉辦了包

括婦女數位研習營、泰雅書籍介紹、親子心靈成長讀書會等活動，由圖書

館邀請南澳當地的講師授課，並深入社區邀請民眾踴躍參與圖書館的各項

活動。另一方面，圖書館考量到南澳鄉面積廣大，且多屬山區地形，交通

不便，因此也主動與各學校合作，舉辦圖書館利用教育－醜小鴨劇團活

動，由館員親自到各學校，採用生動活潑的方式，讓學童從遊戲中親近圖

書館，學習圖書館資源的運用，以提昇利用圖書館資源的效益，也讓圖書

館的服務不只侷限在有限的館舍空間內，更能真正的深入社區，與民眾互

動。 

    空間改善完成之後的南澳鄉立圖書館，以泰雅原住民的文化特色為

主，將圖書館有限的空間作了最有效的發揮，也讓圖書館的氣氛更加溫

馨，提供讀者舒適的閱讀環境。另一方面，圖書館也用心於各項服務上，

深入瞭解社區之需求，規劃適合民眾之活動，並且真正跨出圖書館的範

圍，走入社區，真正讓圖書館成為社區重要的學習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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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宜蘭縣宜蘭市立圖書館 

一、 宜蘭市概況介紹 

    宜蘭市位於蘭陽平原中央，東通壯圍鄉，西接員山鄉，南臨蘭陽溪與

五結鄉相對，北接礁溪鄉。宜蘭市為宜蘭縣內唯一的縣轄市，為縣治所在

地，更是宜蘭縣的政經、文教中心。宜蘭市早於清代即陸續進行開發，因

此宜蘭市境內擁有大量的古蹟及豐富的文化資源。此外新世紀的宜蘭市也

努力的拓展城市外交，配合國際童玩節等活動，積極與國外進行交流，為

宜蘭市爭取到更多國際的資源，提昇國際形象（註 19）。宜蘭市人口佔全

縣人口總數約 20%，至民國 97 年 5 月為止，人口總數為 96,152 人，其中

男性 47,585 人，女性 48,567 人（註 20）。 

二、 宜蘭市立圖書館發展概況 

    21 世紀的公共圖書館，其服務領域應該是多元、創意的文化環境，更

是營造文化、追求願景的心靈活化工程。宜蘭市立圖書館秉持著這樣的理

念來規劃一個讓品味與閱讀共鳴的溫馨氛圍。以文化、藝術、休閒、知性

的經營概念來陳設圖書館內外的空間佈局與設計圖書館之識別標誌（圖

4-19）（註 21）。 

 
圖 4-19 宜蘭市圖書館識別標誌 

    宜蘭市立圖書館為一棟地下一層、地上三層的建築，館舍內外的每寸

空間都經過詳細的規劃。地下室為藝術展覽空間，提供民眾一個接近藝術

的機會（圖 4-20）。一樓則為兒童讀物及閱報雜誌區，除一般兒童讀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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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宜蘭市圖書館地下室展覽廳 

外，也擺放了由國外姊妹市捐贈之兒童外文讀物，搭配文物擺設，提供親

子一個親切、休閒的閱讀空間（圖 4-21）。二樓為開放式書庫，運用竹子 

 
圖 4-21 兒童讀物及報紙期刊區 

將原本單調的書架變的創意十足（圖 4-22），並且結合農具（圖 4-23）及 

 
圖 4-22 宜蘭市圖書館竹製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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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宜蘭市圖書館農具擺設 

古地圖導覽（圖 4-24），把書庫徹底融入蘭陽平原獨特的風情之中。圖書 

 
圖 4-24 宜蘭市圖書館古地圖導覽 

館的三樓則為成人英文閱讀和視聽資料專區（圖 4-25）及館藏的特色－音

樂圖書館（圖 4-26），結合音樂工作舉辦相關研習活動，成為最適合音樂

交流之場所。 

 
圖 4-25 宜蘭市圖書館成人閱讀及視聽資料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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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音樂圖書館 

除了館內的佈置之外，館外也經過精心的規劃，包括古石碑及相關文物的

擺設，都讓人感受到圖書館與地方文化結合之用心。 

三、 宜蘭市立圖書館社區資源運用情形 

宜蘭市立圖書館在社區內機構資源的運用上有非常好的成效，包括學

校、商家、政府機關，甚至於國際間資源的交流等，都是宜蘭市立圖書館

積極運用的項目。 

宜蘭市立圖書館與鄰近學校的合作關係相當密切，圖書館除了配合學

校的課程提供場地給予學校利用之外，在館長努力的經營之下，圖書館也

成為學童放學後最佳的休閒場所。每到放學時間，就可看到館長站在圖書

館門口親切的迎接準備進到圖書館來的學童（圖 4-27），經過長久的經營，

早已讓民眾習慣利用圖書館，圖書館也成功博得民眾之認同。 

 
圖 4-27 宜蘭市圖書館成為學童最佳的課後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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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長及上級單位的支持之下，圖書館也規劃了許多的活動，例如閱

讀宜蘭、讀書會等活動，並且規劃市長及夫人親自參與活動，不僅成功吸

引民眾的參與，對於圖書館及公所形象的提昇更有正面的效益。此外與社

區內的店家合作也是圖書館經營的重點項目之一，例如由餐廳贊助寫生比

賽，將比賽之作品授權店家印製成餐盒，對於圖書館及社區的行銷都有相

當大的幫助。 

    國際交流是宜蘭市立圖書館最具特色的資源運用方式，透過姊妹市的

贊助，為圖書館帶來許多資源上的協助，例如來自美國堪薩斯州的姊妹市

黎霧市，每年固定捐助 5000 美元的購書經費給予宜蘭市立圖書館，對於

圖書館的經營有相當大的幫助，此外宜蘭縣每年舉辦的國際童玩節，也為

圖書館提供了許多國際交流的機會。（圖 4-28） 

 
圖 4-28 宜蘭市圖書館國際交流成果剪影 

    宜蘭市立圖書館在館長的經營策略之下，十分重視社區資源的運用，

不論是利用地方的文化資源來營造圖書館之特色，或是與上級單位、社區

內各機關團體的合作，甚至是經由國際交流的方式為圖書館帶來的資源，

都為圖書館的營運帶來正面的效益，也促進民眾對於圖書館的認同感，足

以做為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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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宜蘭縣壯圍鄉立圖書館 

一、 壯圍鄉概況介紹 

    宜蘭縣壯圍鄉位於蘭陽平原上，恰處於蘭陽平原原海岸中心，地勢平

坦且土壤肥沃，因此壯圍鄉長久以來以農漁業作為主要產業。全鄉大致可

分為三大生產區，包括臨近宜蘭市、礁溪鄉的稻米生產區；沿蘭陽溪畔北

岸的新南、美福蔬菜區以及臨海養殖區。其中新南、美福蔬菜區每年生產

的哈密瓜更是遠近馳名，更使壯圍鄉具有「哈密瓜故鄉」的美名，民風淳

樸、瀰漫著濃厚的鄉土文化風味，更成為壯圍鄉最具特色的地方（註 22）。
壯圍鄉人口數不多，至民國 97 年 5 月為止，人口總計有 25,093 人，其中

男性 13,281 人，女性 11,812 人（註 23）。 

二、 壯圍鄉立圖書館發展概況 

    壯圍鄉立圖書館於民國 81 年正式開放使用，並且在民國 92 年爭取到

文建會「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之補助，於民國 93 年完成空

間改造，在這段期間，壯圍鄉立圖書館的營運績效屢受肯定，分別於民國

87 年被評為「全國績優圖書館」、民國 92 年為「全國圖書館經營特優館」

及民國 93 年被遴選為「公共圖書館空間改善東區示範館」，營運績效受到

普遍肯定。 

    壯圍鄉立圖書館期許自己能夠成為壯圍鄉的文化地標，且讓民眾感受

到圖書館就如同鄉民的好鄰居一般，因此著手進行空間改善，全面調整建

築空間。於民國 93 年重新啟用後，帶給鄉民煥然一新的感受，將圖書館

原本有限的空間發揮最大的效用，也讓圖書館更加貼近民眾。在圖書館整

體空間的改造中，最特別的就是書庫的設計（圖 4-29），「非」字型書架的

設計，讓圖書館宛如誠品書店一般，讓讀者能夠舒適、自在的閱讀，搭配

館內擺設的各項文物、農具（圖 4-30），讓圖書館呈現出悠閒、簡約的氛

圍（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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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壯圍鄉立圖書館「非」字型書庫 

 
圖 4-30 壯圍鄉立圖書館之擺設 

三、 壯圍鄉立圖書館社區資源運用情形 

（一） 人力資源 

尋求志工的協助是壯圍鄉圖書館解決人力不足問題最好的辦法，壯圍

鄉圖書館目前志工人數共有 37 人，均由社區內的熱心人士協助，圖書館

的志工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與鄉內學校合作遴選的小義工，協助圖書

館的各項業務；第二種是書香媽媽，負責協助圖書館說故事活動等推廣活

動的進行；第三種義工是館長的智囊團，作為館長的諮詢對象，為館長提

供館務發展之建議。有了義工的協助，為圖書館活動的推廣帶來相當大的

幫助。 

（二） 機構資源 

壯圍鄉以農業為主，鄉內工、商業並不發達，因此經費資源並不充裕。

以民國 96 年度為例，壯圍鄉圖書館只編列了 7000 元的活動經費，面對如



70 
 

此狀況，社區資源的運用成為支持圖書館營運的重要方式。因此民國 96
年度壯圍鄉圖書館在只有 7000 元活動經費的情況下，全年度仍然辦理了

42 場文化推廣活動，足見壯圍鄉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的積極程度。 

壯圍鄉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辦理推廣活動的方式，主要是尋求社區內

之團體如獅子會、婦女會等單位的贊助，合作舉辦圖書館利用推廣活動。

或者是搭其他單位舉辦活動的順風車，例如學校運動會，與學校協商，讓

圖書館能夠設攤舉辦書展或其他活動。透過其他單位在經費上的支援，使

圖書館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仍然能順利辦理多項活動，在鄉內推廣圖書

館的各項服務。 

    認養制度是壯圍鄉圖書館獨特的經營方式，同樣受限於經費資源的不

足，因此圖書館沒有能力添購太多新書及期刊，因此壯圍鄉圖書館便採用

期刊認養制度，號召壯圍鄉內的熱心人士與團體認捐期刊的購買經費，讓

圖書館能夠常保資料的更新（圖 4-31）。此外不只是期刊的認養，甚至連 

 
圖 4-31 壯圍鄉立圖書館期刊認養 

館內的各項佈置也是社區可以認養的項目，例如兒童閱覽室內的成語或英

語教學海報（圖 4-32）等，透過社區的認養，不只可以為圖書館節省許多

經費的支出，也可以為社區內的熱心店家或團體達到宣傳的效益，讓圖書

館與社區得到雙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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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壯圍鄉立圖書館海報認養 

    壯圍鄉圖書館在鄉土文化的保存工作上，也與社區有密切的合作關

係。圖書館廣邀社區耆老協助圖書館進行鄉土文化的教學，也和社區合作

進行鄉土文化的保存工作。壯圍鄉圖書館與社區的互動頻繁，除館長積極

參與社區內的各項活動之外，圖書館也經常協助社區舉辦各項活動，不僅

有利於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也將圖書館的活力帶進社區，為社區注入一

股活水。 

    最後將六所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情形整理如表 4-6，根據各館運用

社區資源之方式，大致將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方式歸納如下： 
1. 文化資源：各地區的風土民情不同，因此所產生的文化資源也不盡相

同，文化資源的運用，也使各館在空間及活動的規劃上，更具有地方

的特色。 
2. 機構資源：在圖書館經費普遍不充裕的情況之下，機構資源成為協助

圖書館營運的重要助力，尋求社區內各單位的支援，成為各鄉鎮圖書

館的重要工作項目。此外學校儼然已成為鄉鎮圖書館最重要的合作對

象，透過學校的協助，對於閱讀的推廣有更大的助益。 
3. 人力資源：鄉鎮圖書館之人力編制普遍不多，需要更多的幫手才能應

付大量的活動，因此志工與社區內的熱心人士成為圖書館最珍貴的資

源。社區內的藝文人士及耆老也成為圖書館提昇社區藝文風氣及保存

鄉土文化的重要合作夥伴。 
4. 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相較於其他社區資源，是較稀有且獨特的資產，

也是幫助鄉鎮圖書館活動規劃的利器，各館在自然資源的運用上，大

多與休閒、觀光之概念相結合，藉由寓教於樂的方式，帶領民眾認識

地方之特色，也更加能夠吸引民眾參與圖書館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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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研究個案運用社區資源之方式 
 文化資源 機構資源 人力資源 自然資源 

深坑鄉立圖書館 以深坑之特產舉

辦四寶文化節。 
尋 求 政 府 機

關、社區發展協

會、農會等單位

在資源上的協

助。 

商 請 社 區 巡 守

隊、交通隊協助

各項大型活動進

行，聘請藝文人

士擔任研習班講

師。 

以鄉內之登山步

道規劃「古道逍

遙遊」活動。 

萬里鄉立圖書館  與學校、社區發

展協會合作舉

辦推廣活動。 

招募志工協助館

務，邀請藝文人

士舉辦展覽。 

在館內設置觀海

區、在社區舉辦

生態觀察活動。 
新店市立圖書館 設立文史館，保

存新店市先民文

物。 

尋求企業、政府

機關等單位的

支援，並與學

校、社區店家、

文史學會等單

位合作舉辦活

動。 

組織專業志工團

隊，邀請藝文人

士舉辦展覽。 

結合碧潭沿岸之

風 景 區 舉 辦 活

動。 

南澳鄉立圖書館 設 置 泰 雅 特 藏

區、將原住民文

化融入館舍空間

規劃。 

尋求政府機關

在資源上的協

助，並與學校及

社區發展協會

等單位合作舉

辦活動。 

聘請教師及社區

耆老擔任研習活

動講師。 

 

宜蘭市立圖書館 將地方之特色和

文物融入空間之

佈置。 

積極與學校、公

所、社區店家、

民間社團等單

位合作，舉辦各

項活動。 

  

壯圍鄉立圖書館 與社區合作進行

鄉土文化資源的

保存。 

積極尋求與學

校、社區發展協

會、民間社團等

單位的合作機

會，使圖書館有

更充沛的資源

舉辦活動。 

招募志工協助館

務運作，號召熱

心 人 士 認 養 期

刊。 

 

 



73 
 

註釋： 

註1 深坑鄉公所，「話說深坑」，< http://www.shenkeng.tpc.gov.tw/s1_1.htm >
（2008 年 2 月 15 日）。 

註2 臺北縣政府，「臺北縣戶政服務網-歷年人口統計」，2008 年 5 月， 
< http://www.ris.tpc.gov.tw/_file/1392/SG/24964/D.html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3 國立臺中圖書館，「圖書館家族-臺北縣深坑鄉立圖書館」，2008 年 4
月 29 日，< http://www.ntl.gov.tw/FamilyGroup_Look.asp?CatID=17&Ne 
wsID=144&selectkind=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4 國立臺中圖書館，「公共圖書館統計系統」， 
＜ http://publibstat.lib.nctu.edu.tw/townstat/showtownstat.aspx?lib_no=52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5 臺北縣資訊服務站，「萬里鄉：地方簡介」，2006 年 1 月 9 日， 
<http://www.tpc.gov.tw/_file/2890/SG/20158/D40000002890000002_0.ht
ml >（2007 年 10 月 25 日）。 

註6 同註 2。 
註7 國立臺中圖書館，「圖書館家族-臺北縣萬里鄉立圖書館」，2008 年 4

月 29 日， 
<http://www.ntl.gov.tw/FamilyGroup_Look.asp?CatID=17&NewsID=128
&selectkind=select_1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8 國立臺中圖書館，「公共圖書館統計系統」， 
＜ http://publibstat.lib.nctu.edu.tw/townstat/showtownstat.aspx?lib_no=62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9 新店市公所，「關於新店」， 
< http://www.sindian.tpc.gov.tw/releaseRedirect.do?pageID=706 >（2007
年 10 月 25 日）。 

註10 同註 2。 
註11 國立臺中圖書館，「圖書館家族-臺北縣新店市立圖書館」，2008 年 4

月 29 日， 
<http://www.ntl.gov.tw/FamilyGroup_Look.asp?CatID=17&NewsID=15
1&selectkind=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12 國立臺中圖書館，「公共圖書館統計系統」， 
註13 ＜http://publibstat.lib.nctu.edu.tw/townstat/showtownstat.aspx?lib_no=44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14 新店市立圖書館，「分館一覽」， 

< http://library.sindian.gov.tw/tw/l_aboutus2.asp >（2008 年 3 月 25 日）。 
註15 新店市立圖書館，「行動圖書館」， 

< http://library.sindian.gov.tw/tw/l_aboutus5.asp >（2008 年 3 月 25 日）。 
註16 新店市立圖書館，「展覽檔期」， 

< http://library.sindian.gov.tw/tw/l_media.asp>（2008 年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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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7 宜 蘭 縣 南 澳 鄉 公 所 全 球 資 訊 網 ，「 認 識 南 澳 」， < 
http://www.nanao.e-land.gov.tw/info_index.php?nid=2 >（2008 年 6 月

27 日）。 
註18 宜蘭縣政府主計處，「統計資訊」，< http://bgacst.e-land.gov.tw/release 

Redirect.do?unitID=115&pageID=6720 >（2008 年 6 月 27 日）。 
註19 余佩玲主編，文化、生活、學習：10 個鄉鎮圖書館轉型生活學習中

心的真實故事（臺北市：文建會，民 95 年），頁 48-63。 
註20 宜蘭市公所全球資訊網，「世紀文化城」，< http://www.ilancity.gov.tw/ 

>（2008 年 6 月 27 日）。 
註21 同註 17。 
註22 國中圖，「圖書館家族-宜蘭縣宜蘭市立圖書館」， 

<http://www.ntl.gov.tw/FamilyGroup_Look.asp?CatID=17&NewsID=38
0&selectkind= >（2008 年 6 月 27 日） 

註23 宜蘭縣壯圍鄉公所，「壯圍采風」， 
<http://jhuangwei.e-land.gov.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57&pageID
=5314 >（2008 年 6 月 27 日）。 

註24 同註 17。 
註25 同註 18，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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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訪談分析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針對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情形進行調查，

訪談對象為鄉鎮圖書館館長或相關工作人員。期望能藉由與鄉鎮圖書館工

作人員的訪談，瞭解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行銷圖書館之經驗。共計訪

問臺北縣深坑鄉、萬里鄉、新店市及宜蘭縣南澳鄉、宜蘭市、壯圍鄉六所

鄉鎮圖書館，訪談對象包含館長及館員共七人，分別以英文字母 A-G 代表

各訪談對象，如表 5-1。 

表 5-1 鄉鎮圖書館受訪者資料 
代碼 受訪者職稱 受訪時間 

A 館長 97 年 2 月 25 日 
B 館員 97 年 2 月 25 日 
C 館長 97 年 3 月 4 日 
D 館員 97 年 4 月 14 日 
E 館員 97 年 5 月 14 日 
F 館長 97 年 5 月 28 日 
G 館長 97 年 5 月 28 日 

除了瞭解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情形外，本研究也希望能夠瞭解社區

人士對於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看法。由社區人士的角度出發，探討

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成效，並瞭解社區人士對於鄉鎮圖書館參與社

區發展建設之想法，因此本研究也針對社區人士進行訪談，共計訪問五位

社區人士，並分別以英文字母 H-L 表示，如表 5-2。 

表 5-2 社區受訪者資料 
代碼 受訪者 受訪時間 

H 國中校長 97 年 3 月 14 日 
I 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 97 年 4 月 22 日 
J 文史學會理事長 97 年 4 月 25 日 

K 
社區人士（曾任村幹

事、圖書館館長） 
97 年 6 月 5 日 

L 國小校長 97 年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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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圖書館人員訪談資料分析 

一、 鄉鎮圖書館行銷活動運作之概況 

    在瞭解圖書館與社區合作情形之前，必須先瞭解圖書館相關行銷活動

之運作概況，包括圖書館如何規劃推廣活動、如何擬定行銷策略以及館員

的專業訓練。茲分述如下： 

（一） 活動前擬定計畫 
圖書館在辦理推廣活動之前，必須先擬定活動計畫，包括活動內容、經費

分配等。圖書館在擬定活動計畫時，依照經費取得之方式，可以分為三種

模式： 

1. 按預算編列年度計畫 

    鄉鎮圖書館每年均固定有由鄉公所編列之預算，並須接受民意機關審

核，為有效運用經費，圖書館必須事先擬定年度活動計畫。 

「圖書館有針對推廣活動，如春、秋季之才藝研習班、說故事活動等，事

先擬定年度計畫，這樣才能知道在什麼時期應該要推什麼活動。」 
（D） 

「我們在前一年度的 10－12 月期間就會開始擬定下一年度推廣活動的計

畫。」 
（E） 

2. 申請其他單位之補助 

    圖書館除了每年固定編列的預算之外，許多政府機關不定期會提供補

助計畫，圖書館可以視情況申請。 

「除了年度計畫之外，如果有相關的計劃經費可以申請的話，我們也會去

申請，例如我們在 96 年度即向客委會申請到經費補助，舉辦『深坑客

家桐花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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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其他單位協辦 

    鄉鎮圖書館之上級單位，如縣立圖書館、文化局等單位，不定期也會

舉辦推廣活動，圖書館有時也需要配合辦理。或者是圖書館對外尋求與其

他單位合作之機會，共同舉辦活動。 

「我們現在的推廣活動計畫可以分為兩部分，一個部分就是配合上級單位

的專案活動，譬如好書交換、多元閱讀及特色館藏的宣傳活動。第二部

分則以參與別人的活動為主。例如在學校運動會期間與學校合作舉辦書

展，圖書館是搭便車一起舉辦活動，這也是社會資源的一種運用方式。」 
（G） 

各館擬定推廣活動計畫之模式大都大同小異，除了每年度固定的活動

之外，圖書館也都會視情況爭取其他的補助經費來舉辦活動。此外，目前

鄉鎮圖書館經常面臨經費不足之情形，面對這種情況，爭取與其他單位合

作，藉由外界之協助舉辦推廣活動，也是一種方式。 

（二） 專人負責各項行銷推廣活動之規劃 

鄉鎮圖書館每年均會辦理許多推廣活動，因此需要有專人負責各項活

動內容之規劃。大部分鄉鎮圖書館規模並不大，受限於編制，往往人力也

有限，因此在活動的規劃方面，大都由 1－2 位館員負責。而在稍具規模

之鄉鎮圖書館，則可擴大由一個團隊來負責活動之規劃。 

「在活動計劃方面，我們目前是由一位助理員針對這些活動來作規劃，館

長則從旁協助。」 
（C） 

「我們圖書館目前有 4 位館員，其中有 2 位專門負責計畫的執行，館員負

責提計畫，然後由館長評估計劃的可行性並協調經費的運用。」 
（E） 

「我們圖書館目前共有 53 位館員，在總館之下還有十幾個分館，在活動

的規劃上，是由總館辦公室主導。」 
（D） 

（三） 行銷觀念的教育與培訓 

由於目前鄉鎮圖書館館員大多不具有圖書資訊相關背景，因此針對館

員的在職培訓課程更顯重要。鄉鎮圖書館受限於規模，通常無法自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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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課程，大都是由上級單位，如縣立圖書館或文化局來辦理相關之培訓。 

「因為我們圖書館規模小，所以比較少有針對館員的教育訓練。但是臺北

縣立圖書館有分區輔導，每年會定期舉辦三場有關行銷觀念的教育培

訓，我們都會派員去參加培訓課程。」 
（A） 

「文化局有辦理一些培訓的課程，此外文化局每年也會辦一次全縣圖書館

的工作研討，內容包括圖書館的參訪等，我們可以藉此交流圖書館經營

之理念與心得。」 
（G） 

除了由上級單位辦理的培訓課程，較具規模的鄉鎮圖書館也會自行辦

理相關的訓練。 

「除了臺北縣立圖書館所提供的訓練之外，我們圖書館也會提供一些教育

訓練的課程。」 
（D） 

    在正規的培訓課程之外，鄉鎮圖書館館員也可以藉由舉辦活動之過

程，從中學習相關的行銷觀念，透過實務經驗，加強自己不足之處。 

「藉由辦理各項活動前後間執行相關行銷觀念及可再進步空間之氛圍學

習之。」 
（F） 

（四） 鄉鎮圖書館的行銷策略 

    行銷策略包括規劃活動之前的環境評估，以瞭解舉辦活動之可行性。

再者每一個活動都必須選擇適當的族群，並且要搭配適當的行銷宣傳工

具，才能達到圖書館舉辦活動的目的。最後必須針對活動舉辦的成效做評

估與檢討，做為日後改進之依據。針對各館行銷策略的擬定，說明如下： 

1. 評估活動可行性 

鄉鎮圖書館在舉辦活動之前，除了必須設定活動的目標之外，可行性

的評估更是決定活動能否舉辦的重要步驟。鄉鎮圖書館在評估活動可行性

的方式，可分為下列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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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驗累積 

鄉鎮圖書館之推廣活動大多具有持續性，許多都是每年會固定舉辦的

活動。因此鄉鎮圖書館在評估活動舉辦之可行性時，會參考過去舉辦類似

活動之經驗，根據以往讀者參加活動之回饋，做為評估活動可行性的依據。 

「圖書館會藉由以往舉辦活動的過程來瞭解參與者的特性，之後如果再舉

辦類似活動時，再根據這些特性來規劃活動。」 
（D） 

「我們會參考前幾年在辦活動的過程中，學員或講師給予我們的一些建議

事項，我們會參考這些建議來評估是否要繼續舉辦這些活動或是否需要

規劃新的活動。」 
（E） 

(2) 觀察時勢 

    鄉鎮圖書館在規劃活動時，也需要觀察社會之脈動，瞭解當前流行之

趨勢，才能夠吸引民眾之目光，並確保活動內容的創新。 

「我們會主動的去觀察社會現象，瞭解目前社會上的主流價值，譬如目前

大家都在積極的從事閱讀的推廣，所以我們在閱讀活動的規劃上也會比

較積極。」 
（C） 

2. 設定目標族群 

鄉鎮圖書館服務的對象不分族群，社區內所有的居民都應該是圖書館

服務的對象。因此鄉鎮圖書館的經營必須兼顧各種不用的族群，所以在活

動的規劃上必須多樣化，才能夠吸引到各階層的民眾。 

「因為圖書館幾乎是從年初到年尾都有活動，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兼顧到所

有族群，例如我們的藝文研習班，在課程的安排上就能夠兼顧兒童、成

年人甚至是老年人的需求。」 
（B） 

「我們辦理的活動基本上是鼓勵所有民眾都參加，當然在辦理活動的過程

中難免需要設定活動的目標族群，例如才藝班吸引的對象是成人及兒

童，行動書車則是針對兒童及婦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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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服務的對象不分族群或階層，希望圖書館顯成為社區人士的書

房、安親班、約會的地方、親子共讀學習的場域、老師與學生共同學習

成長的場域、家庭主婦生活交換資訊中心、外籍配偶學習場域、上班人

士資訊蒐集中心、外籍人士認識並瞭解本土文化學習場域、老年人含貽

弄孫及與老朋友交誼場域…等等。」 
（F） 

3. 運用行銷工具 

各館所採用的宣傳管道除了一般的海報、傳單之外，也會透過網路及

媒體進行宣傳。與社區內的單位合作也是宣傳的重要方式，不論是學校、

民意機關或是一般社區，都是可以協助圖書館行銷的管道。當然行銷工具

的應用，也因各地民情之不同，而有不用的運用方式及成效。 

「在行銷工具的應用上，除了海報、傳單及網路之外，我們也結合國中、

小協助圖書館活動的宣導。圖書館也有蒐集各媒體記者的資料，會主動

發佈消息給媒體。」 
（A） 

「我們會透過社區或是里民大會等場合進行宣傳，圖書館的主任也會利用

主管會報或是其他會議將圖書館正在進行的各項活動向市民代表或里

長宣導，透過里長和代表幫圖書館宣傳活動，也能增加活動的成效。」 
（D） 

「我們會將活動訊息行文到各個學校或是村辦公室及社區發展協會等單

位。但是通常最有效果的還是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圖書館會主動告知

一些較常參與圖書館活動的民眾相關訊息，邀請他們來參加活動，透過

這種方式可以收到比較好的宣傳效果。」 
（E） 

「海報、傳單、網路等都是我們運用的行銷工具，此外本館近日也與警察

廣播電臺合作「早安閱讀宜蘭」行銷推廣圖書館之節目。」 
（F） 

4. 評估成效 

鄉鎮圖書館在活動結束之後，必須進行活動成效評估，以瞭解圖書館

所舉辦的活動是否有達到預期的目標。舉辦活動可能產生的成效包括有形

及無形的效益，因此也需要運用不同的方式來評估各種不同的成效，參與

活動的人數是評估活動成效時，最顯而易見的指標。此外圖書館也經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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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的方式調查民眾對活動的看法或建議，而民眾的意見也會成為圖書館

往後辦理活動的重要參考依據。 

「參加活動的人數是一個很好的指標，而且在活動結束之後，民眾一定會

有一些意見反應給我們聽，我們也能夠藉此評估活動的成效。」 
（B） 

「我們並沒有非常科學的工具，只能運用一些基本的方式，主要還是看進

館的人數，還有讀者的回饋。」 
（C） 

「我們在活動結束之後都會做調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調查結果瞭解民眾

喜好的趨勢及活動的成效。」 
（G） 

二、 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行銷 

    本論文旨在研究鄉鎮圖書館成功結合社區資源行銷之經驗，以做為未

來鄉鎮圖書館經營之參考。因此必須瞭解研究個案運用社區資源行銷圖書

館之情形，包括運用社區資源之方式、如何發掘社區資源、社區對圖書館

之支持程度及運用社區資源產生之效益。藉由這些面向來探討社區資源之

運用對鄉鎮圖書館經營所產生之影響。 

（一） 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方式 

每個地區都有不同的特色，隨著地方的發展及民情的差異，所產生之

社區資源也有所不同。因此圖書館對於各項資源的運用也有不同的做法，

依照社區資源型態的不同，各館的運用方式茲分述如下： 

1. 運用各種文化資源 

每個鄉鎮發展的歷程均不同，也造就了各地不同的風土民情，鄉鎮圖

書館要融入地方，創造獨一無二的經營特色，由社區的風俗、文化著手是

最直接快速的方式。 

深坑鄉向來以歷史悠久之老街、古蹟與豆腐等特產而聞名，因此圖書

館也致力於推廣老街文化。深坑鄉圖書館結合社區資源，將深坑鄉的文化

與觀光向外推銷，不僅促進地方產業之發展，也成功創造圖書館之經營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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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坑鄉圖書館配合季節性，會舉辦一些節慶活動，譬如說深坑四寶文化

節、深坑客家桐花祭等等的，這些都是圖書館在推廣的項目。我們除了

圖書館的業務之外，還結合了文化推廣，甚至於觀光，這都屬於我們圖

書館的業務職掌範圍。在進到我們圖書館之前，你可以看到我們圖書館

有文化導覽圖，有古厝的導覽，甚至於深坑四寶特產的導覽。我們一直

思考如何才能夠把深坑給推介出去，這也是我們圖書館的主要工作。運

用各種不同的活動，運用圖書館內、外部的資源，結合起來把深坑的文

化推銷出去。」 
（A） 

新店市內藝文風氣盛行，社區內有許多藝術家，因此圖書館也設置了

展覽廳，提供給民眾一個藝文空間。此外新店市立圖書館也規劃了一個文

史館，專門保存新店市之各項文史資料及文物。 

「圖書館提供一個展覽的場所給新店地區的藝文人士來申請。我們的展覽

分成申請展和邀請展兩種類型，在申請展方面我們有訂定一套標準，當

展覽者提出申請之後，圖書館方面會經由一定的評審機制來審核。邀請

展則由圖書館去邀請知名的藝術家來參展，最主要的用意在於讓新店市

民能夠接觸到較高水準的藝術作品，所以邀請展的對象就不一定侷限於

新店在地之藝文人士。這部分也是圖書館和社區合作的重要項目之一，

圖書館也希望能夠盡量由在地的人士來參展，但是偶爾也必須要有一些

比較不一樣的東西，介紹給新店人知道，不過還是以在地的藝文人士作

為主要的規劃方向。」 
（D） 

宜蘭縣南澳鄉的居民以原住民為主，因此圖書館在經營上積極與原住

民之文化結合，除了進行空間改善之外，也建立以原住民資料為主之特色

館藏，成為從事原住民研究的重要資源。 

「圖書館內規劃了『泰雅圖書區』，以原住民的資料做為我們的特色館藏，

此外也成立泰雅文化館，專門收藏原住民文物。在活動的規劃上，我們

會和文化館合作，推廣和原住民特色相關的活動。」 
（E） 

鄉土文化的保存是圖書館責無旁貸的工作，鄉鎮圖書館可以積極與社

區合作，從事鄉土文化的保存，收藏相關文物，並廣邀社區耆老，帶領民

眾認識鄉土文化。 

「最近一、二年我們很積極在做鄉土文化的保存，因為圖書館的功能除了

教育與資訊之外，還有鄉土文化。圖書館如果要發展鄉土文化這一個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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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就必須和社區合作，社區通常是有人沒有錢，剛好上級在推廣多元

閱讀，所以我們就以閱讀鄉土為主題，提供一些經費給社區，由社區耆

老來當講師，帶領民眾認識鄉土文化。」 
（G） 

2. 社區之機構與人力資源 

鄉鎮圖書館普遍面臨資源不足之情況，因此社區內之機關團體與人力

資源便成為圖書館紓解困境的重要管道，學校則是圖書館舉辦推廣活動最

好的夥伴。藉由與社區內各機關和民眾的合作，也強化了圖書館與社區之

間的互動，進而增加民眾對於圖書館的認同感，達到行銷圖書館之目標。 

萬里鄉立圖書館特別重視閱讀推廣，特別是館長認為閱讀習慣應該從

小扎根，因此格外重視兒童與青少年的閱讀推廣活動，成功與鄰近學校合

作推廣了許多閱讀活動。 

「鄰近的學校是圖書館很重要的合作對象，我們和萬里國中、大鵬國小等

學校都有不同模式的合作方式。像萬里國中校長以閱讀護照的方式鼓勵

學生閱讀與利用圖書館，我們也會不定期的請校長來做一些講座。此

外，還有包括藝文活動的合作，這也是增加彼此互動的方式，老師也會

帶學生來圖書館參訪。學校也很喜歡運用圖書館的場地合作辦理一些講

座和課程。我們也很樂意提供協助，而且經費是由他們支援，對圖書館

來說也有相當大的幫助。」 
（C） 

新店市立圖書館針對社區內的店家推出書香商店的構想，同時成功推

行志工培訓機制，對於圖書館之營運帶來相當大之幫助，新店市立圖書館

表示： 

「志工是我們很重要的一部份，新店市立圖書館的志工有三大類，包括文

化、文史和推廣三種類型，預計還會增加影視志工。除了志工之外，書

香商店也是我們比較特別的服務項目，圖書館是抱持著將報廢圖書再利

用的概念來推廣書香商店，圖書館將報廢圖書整理之後，提供給有意願

擺放的商家，他們提供了閱覽的空間，也等於是在幫圖書館管理圖書，

這些書香商店也會提供給讀者一些消費折扣的優惠，圖書館也會定期的

做一些整理工作。」 
（D） 

    壯圍鄉立圖書館受限於公所財政困難，在經費方面的支援並不充足，

為了維持圖書館的正常營運，因此社區資源的運用成為關鍵的因素，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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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所產生的制度，藉由社區內熱心人士的挹注，使圖

書館在經費資源不足的情況之下，仍然能夠維持良好的營運。 

「認養制度是壯圍圖書館相當獨特的經營方式，因為圖書館的經費有限，

因此圖書館邀請社區內之熱心人士、店家，設立認養制度，認養期刊。

甚至是館內的各項佈置也是認養的項目，例如兒童閱覽室即由本地的安

親班認養英語教學海報的製作。透過認養制度，讓圖書館在經費不足的

情況下，依然能有良好的經營成效。」 
（G） 

宜蘭市立圖書館在社區機關及人力資源的運用上有非常突出的成

果，包括來自於公所的支持、社區內店家的合作與贊助，甚至將合作觸角

延伸至國外，與國外之姊妹市合作，除了在館內建立英文圖書館藏之外，

每年也都爭取到來自於國外的經費支援。宜蘭市立圖書館也積極加強與鄰

近學校之合作，希望也能使圖書館成為讓家長、老師最放心的安親班。 

「地方首長、民代、各級學校、文化藝術團體及個人、文史工作團體及個

人、贊助圖書館資源之個人、商家及團體、國外姊妹市、各國使館、新

聞媒體等，都是圖書館積極運用的資源。以圖書館的優質形象與社區形

象相結合，達雙贏且互蒙其利之社會價值觀感。圖書館顯然已成為父

母、老師心中最方便及安全的安親班功能。」 

（F） 

3. 社區之自然環境 

有些地方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優美的景色或是獨特的自然生態

便成為圖書館不可多得的資源，例如萬里鄉立圖書館位於北海岸，景色優

美，萬里鄉內更擁有許多獨特的生態環境，而圖書館也積極運用這些資

源，營造休閒氛圍。 

「萬里鄉磺潭社區多次獲得全國社區獎的肯定，他們社區的生態環境非常

棒，非常的吸引大家，經常有許多人前往參訪。圖書館也經常和他們合

作，邀請社區理事長提供一些資源，舉辦講座等活動，我們可以協助社

區向讀者進行宣傳，這樣外地來的讀者就能更加認識我們的生態環境。

此外，在圖書館空間的改善上，我認為應該要運用在地的特色，這樣才

有加分的作用。我們圖書館正巧就在北海岸邊，擁有獨特的海景，因此

我們就希望讓圖書館能結合這樣的景色。另一方面，為了配合萬里鄉休

閒、觀光的特色，希望能營造更溫馨的氛圍，所以我們在圖書館內規劃

了觀海區、藝文走廊、設置了矮書櫃、咖啡機等等…這樣也讓圖書館更



85 
 

具有地方特色。」 
（C） 

（二） 發掘社區資源 

發掘社區資源是鄉鎮圖書館在運用社區資源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工

作，如何找到適當的資源並且進行合作，是鄉鎮圖書館最大的挑戰。在尋

找社區資源的過程中，必須掌握一些重點： 

1. 深入瞭解社區環境 

圖書館必須對於所在社區之文化、民情及環境有相當程度的瞭解，這

樣當圖書館要規劃活動或運用資源時，才能找到著力點，圖書館在尋找社

區資源時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同時讓圖書館更能融入社區整體環

境，創造經營之特色。 

「在還沒有進入圖書館工作之前，我曾經擔任清潔隊長，在擔任清潔隊長

期間，我幾乎是走遍了深坑鄉的每一個角落。同時我也曾經擔任社區發

展協會的幹部，因此對於深坑鄉的環境與風土民情有相當程度的瞭解，

哪邊有什麼資源可以運用，我也能充分掌握。」 
（A）  

「當初為了因應文建會「誠品化」的訴求，我去了各個誠品書店觀察它們

的特色，我最後得到的結論是要運用在地的特色，這樣比較可以有加分

的作用。我們圖書館正巧就在北海岸邊，擁有獨特的海景，雖然前面有

一些障礙，但仍然有利用的價值，因此我就思考要讓圖書館能結合這樣

的景色。另一方面，為了配合萬里鄉休閒、觀光的特色，所以我希望能

營造更溫馨的氛圍，所以我們規劃了藝文走廊、設置了矮書櫃、咖啡機

等等…算是營造溫馨的氣氛和在地特色。」 
（C）  

「因為南澳鄉是原住民鄉，因為宜蘭縣政府希望每個鄉鎮都能有自已的特

色，我們瞭解南澳鄉以原住民為主。因此我們就決定以原住民書籍為

主，到處去蒐集原住民的書籍資料，建立我們的特色館藏。」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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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動出擊經營公共關係 

圖書館是否能成功尋求與社區資源的合作，考驗著圖書館公共關係的

經營與人脈的建立。因此圖書館平時就應該要積極經營與社區之間的關

係，多與社區人士互動，瞭解社區之需求，建立人際關係。公共關係的經

營是鄉鎮圖書館能否成功運用社區資源的關鍵，因此圖書館平時就應該要

積極經營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多與社區人士互動，瞭解社區之需求，建立

人際關係。而非只是被動消極的待在圖書館內等讀者自己上門。此外，在

成功發掘社區資源之後，如何持續保持長久之合作關係也是重要的課題，

因此建立一個社區資源資料庫，整合各項資源與人脈也是必要的工作。 

「如果只待在圖書館內，那是沒有辦法按觸社區資源的，所以我們應該要

主動走出圖書館，去詢問哪邊有社區資源。對圖書館而言，最主要的困

難是在資源的找尋，找到資源之後，後續的協調與合作其實比較容易。

我們也會觀察社區的需求，或者社區的發展狀況，然後將我們的館藏及

活動做一點調整。」 
（B） 

「因為我們很積極的與學校合作進行閱讀的推廣，因此我比較傾向於參考

校長們的意見，他們也都很樂意提供建議。在藝文走廊的規劃上，我們

會上網去找到一些作家，主動去跟他們聯繫，長久下來人脈就愈來愈

廣。」 
（C） 

「圖書館已經將各種社區資源的資料編造成名冊，不只是地方上藝文人士

的資料，因為我們還負責管理文史館，所以也建立了包括文物的名冊，

記錄一些特殊文物的蒐藏資料，這樣當我們需要辦展覽時，也可以馬上

知道要從何處借到展覽品。而且圖書館每年會針對名冊上的資料做清

查，確認名冊上的相關人士是否有意願繼續列名在圖書館所建立的名冊

中。所以當圖書館需要運用社區資源時，我們就有一份名單方便我們去

聯絡。」 
（D） 

「要運用社會資源，平時公共關係的建立很重要，因為我平常就經常在社

區幫忙、主持社區活動，藉由和社區之間的互相幫忙建立起我的人脈。

事實上社會資源就等於是館長個人的資源，你跟社區沒有交情，社區也

不可能會幫助你，所以平常交情的建立很重要，這樣你開口人家才願意

幫助你。」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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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互利的基礎建立合作關係 

鄉鎮圖書館在尋求與社區資源合作的過程中，必須抱持互利共生的態

度，使雙方在合作的過程中能夠互蒙其利。鄉鎮圖書館自許為社區的生活

資訊中心，在社區資源的應用上，不應該只以追求圖書館本身的利益為

主，更必須兼顧社區之利益。也只有讓社區在與圖書館合作的過程中獲得

利益，才能永續的經營，並吸引更多的社區資源與圖書館合作。 

「我們辦活動是抱持著互利共生的想法，不只把圖書館的名聲推銷出去，

也要把社區的名聲給推銷出去。圖書館幫忙行銷老街的特色，社區的民

眾基本上也會比較支持我們的活動。因此在社區資源的運用上，不只是

將社區資源運用在圖書館的活動上，我們希望在合作的過程中，也能夠

將社區的特色推銷出去。」 
（B） 

「其實圖書館很樂意與社區合作，和社區合作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過程，

對圖書館與社區都發展都有很好的影響，這樣對於雙方都是有利的。」 
（D） 

「優質圖書館閱讀空間讓社區寶貴資源願意親近並使用其資源，俾達雙贏

之效能。要仔細觀察社會脈動、所需而主動、機動性辦理各種能給予社

區人士有“利”可圖之意向，讓社區人士變成圖書館的最佳行銷代言人角

色。」 
（F） 

（三） 社區團體或民眾對圖書館活動之支持程度 

社區團體或民眾對圖書館的支持，包括上級單位的支援、民眾的參與

等，都是鄉鎮圖書館能否成功運用社區資源的關鍵，同時也是衡量圖書館

行銷成效的重要指標。不論是社區關係或活動規劃，圖書館都必須用心經

營，讓社區感受到圖書館為他們帶來的好處，如此自然能吸引社區對圖書

館的支持與認同。 

「因為我們辦活動是抱持著互利共生的想法，圖書館扮演的只是資源整合

者的角色，並不只是為了圖書館的利益而已，我們是規劃如何運用社區

資源，將社區特色也對外行銷，所以基本上社區都會支持我們的活動。」 
（A） 

「他們很肯定我們圖書館，所以我們辦的各項活動他們都蠻熱烈參與的，

尤其是在空間改善完畢之後，他們有感受到資源的改善、享受到這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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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所以他們就很樂意來參與。」 
（C） 

「民眾都非常支持圖書館的活動，我們辦理的一些推廣活動都有很好的成

效，只要稍微注意一些細節，活動都可以很順利的推動。公所方面也會

盡量提供足夠的資源讓圖書館運用，相關首長也會盡量出席活動，表達

對於圖書館活動的支持。」 
（D） 

「其實他們都還蠻支持的，只是有時候可能受限於距離的因素，交通不方

便，民眾可能沒辦法到圖書館來參與活動，所以我們才決定要主動到圖

書館以外的地方去辦活動。上級單位也對圖書館提供了蠻充足的支援，

而且原住民圖書館，其實原民會也會給予支持，也會有一些補助，所以

整體的情況都還不錯。」 
（E） 

「壯圍鄉圖書館在宜蘭縣是一個表率，我們以前常辦一些很有特色的活

動，經常吸引媒體報導，所以壯圍鄉立圖書館在壯圍鄉已經成為一個地

標，甚至把圖書館當成自己的家一樣，這也代表了民眾對於圖書館的認

同與支持。」 
（G） 

「一切都是事在人為，圖書館積極運用社區資源的行銷策略，讓公共圖書

館成為從幼兒至老人間生活中學習成長的場域。在民眾的感受中，圖書

館是不能有中斷服務的要求，甚至希望圖書館能夠 24 小時開放。」 
（F） 

（四） 運用社區資源產生之效益 

善用運用社區資源可以帶來許多效益，對圖書館而言，最明顯且可以

量化的成效就是實際進館人數的成長，此外還有許多有形及無形的效益。 

1. 閱讀人口與借閱率的成長 

圖書館行銷最基本的目標就是能夠吸引民眾進入圖書館，運用圖書館

的各項資源，因此進館與借閱人數的成長是評估圖書館行銷成效最顯著的

指標。 

「我們辦了許多活動，最主要是將報名地點設定在圖書館，民眾自然會來

圖書館報名，同時他也會看一下圖書館內部的環境，或者順便來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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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基本上會帶動一些人群。」 
（A） 

「運用社區資源最明顯的成效當然是閱讀人口的提昇，在空間改善前和改

善後，我們在各方面都提昇了 4、5 倍之多，所以這個效益是有目共睹

的。第二個就是我們的藝文走廊，在藝術資源這方面也吸引了一些人

潮，對於藝文氣息的提昇，我覺得對他們可能有潛移默化的作用，也造

成他們比較願意來圖書館。」 
（C） 

「運用社區源的效益最主要還是刺激圖書的借閱率，這是比較顯著的成

效。此外，在吸引志工方面也有很好的成效，圖書館和志工之間有良好

的溝通管道，所以他們也很樂意來支援、配合圖書館的各項活動。」 
（D） 

「在幾年之前，當時會來圖書館的大部分都是小學生，最主要是學生放學

之後的一個活動場所。但是當我們成立『泰雅圖書區』的特色館藏之後，

開始吸引一些其他年齡層的讀者進到圖書館來，例如大學生、老師等。」 
（E） 

2. 建立圖書館之特色 

鄉鎮圖書館努力與社區結合，融入社區民眾的生活。因為每個地區文

化的不同，久而久之，圖書館也開始產生獨特的特色。不論在活動的舉辦

或是館藏資源的蒐集上，都愈來愈具在地特色。 

「我們辦深坑四寶文化節，還有一些鄉土導覽的活動，同時我們順便會蒐

集相關的鄉土資料，所以不只有辦活動而已，同時也增加我們館藏的豐

富度，比如說舉辦客家桐花祭，我們就會增加許多客家的書籍、影片，

這樣有助於我們蒐集深坑的文史資料。而且我們辦活動也會有許多的合

作對象，像桐花祭我們就會跟深坑鄉客家協進會合作，在活動過後，我

們可能就會合作在圖書館開一些有關於客家文化的研習課程，這樣也是

增加我們的資源與特色。」 
（A） 

「原住民書籍並不容易蒐集，當時為了在館內建立『泰雅圖書區』，也是

很辛苦才能建立這麼豐富的資料。之前也曾經有一些上級單位到圖書館

來訪視，他們也認為我們這邊原住民書籍的質量並不會輸給其他大型圖

書館，也成為我們圖書館最主要的特色。」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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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昇圖書館與社區之能見度，強化民眾對圖書館的認同感 

鄉鎮圖書館結合社區資源舉辦活動，不僅行銷圖書館，同時也為社區

做了最好的推銷。社區能夠在與圖書館合作的過程中獲得利益，提昇社區

之能見度，自然會強化對圖書館的支持與認同。 

「我們基本上是以互利共生的概念在舉辦活動，例如和衛生所一起合辦人

口政策宣導，對他們的業務上也比較好推行。我們也會為研習班舉辦成

果展，展現學員的作品，所以社區資源的運用上，除了行銷圖書館之外，

我們也會為社區作宣傳。」 
（A） 

「我們這樣做有助於社區知名度與民眾認同感的提昇。我們和學校的結合

是我覺得最成功的一項，像前年有七所學校，去年有八所，分別以七星

拱月、舞華八們等主題來舉辦藝文作品的展覽。我們覺得這個活動可以

凝聚大家的情感，提昇他們對於圖書館的認同感，更願意來閱讀。」 
（C） 

「我們積極的走出去，尋求與社區資源合作的機會，也能讓外界更加瞭解

圖書館，進而認同圖書館。我們的借閱率長期以來一直都能名列前茅，

主要的原因還是圖書館的行銷很成功，很多人都把圖書館視為自己的家

一樣。同時當圖書館與社區合作時，也能帶動社區發展。社區常見的缺

點就是活動力不夠、組織力不足，我們剛好就能將圖書館的資源運用在

社區內，等於是幫社區注入一股活水。」 
（G） 

「圖書館與社區內之商家結合可以為他們帶來經濟效益，並且促進社會和

諧、提升圖書館之社會價值。同時圖書館在上級單位的支持下，舉辦許

多活動，對於提升政府形象也帶來正面的效益。」 
（F） 

三、 圖書館行銷過程中所面臨之困難與因應之道 

在運用社區資源行銷圖書館的過程之中，必然會遭遇到一些困難，對

於鄉鎮圖書館而言，最常面對的困境包括下列數項： 

（一） 經費資源不足 

許多鄉鎮圖書館每年所編列的預算經費，只足夠支持圖書館基本的營

運功能，受限於政府財政困難，圖書館較難爭取到額外的經費來辦理活動。 



91 
 

「最主要的問題還是經費的不足，我們要和社區合作辦理活動的話，通常

要向上級單位爭取補助款來做運用，如果要用圖書館的原本的預算經費

來辦理這些推廣活動，還是有實質上的困難。圖書館本身的預算，扣除

掉維持圖書館營運的經費之後，其實所剩不多，只能夠辦理一些比較小

型的活動。除非能夠爭取到補助款，圖書館才有能力針對特定族群去規

劃各式不同的活動。」 
（D） 

「圖書館的經費比較起來是比較少的，不過我所謂的經費不足，並不是指

維持圖書館營運的經常費用，主要是在於推展生活學習中心和閱讀這方

面，我覺得是應該補充多一點的經費。」 

（C） 

經費不足的情況是目前鄉鎮圖書館普遍面臨的困境，因此圖書館的經

費的運用上比較更加嚴格的控管。沒錢也有沒錢的作法，善用社區資源也

是降低圖書館經營成本的最佳辦法。 

「我們會視活動的成效而定，具有相當成效的活動，圖書館會持續的辦

理。一些比較創新的活動，圖書館也是視情況辦理。圖書館也希望能夠

開源節流，其實我們辦的才藝研習班就有這樣的效果，辦理才藝班對公

所來說其實是賺錢的，這種情況對圖書館跟公所來說是有益的。」 
（D） 

「圖書館舉辦的活動基本上都是不是以營利為目的，除非我們經費不足，

我們才會跟參加活動的民眾酌收一些成本費用。而且善用社區資源也是

一種降低成本的方式，比如說我們藝文研習班要請老師，我們請深坑當

地的專業人士擔任老師，不用到臺北市或其他地方去辛辛苦苦找老師，

也不用付老師交通費、餐飲費等費用，所以運用社會資源會將我們經費

的成本整個降低，成本降低之後我們會有更多的錢去辦其他的活動，就

會感覺到活動的豐富度就愈來愈多。」 
（B） 

（二） 缺乏專業人才 

除了經費之外，人力也是鄉鎮圖書館經常遇到的難題，問題不僅僅是

人員的不足而已，同時也包括專業人才的缺乏，導致圖書館的業務無法有

效的推動。圖書館必須更有效的規劃有限的人力運用，包括協調圖書館外

部其他單位的人力支援，同時在圖書館人事的安排上，更應該要回歸專

業，提昇人員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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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圖書館內部的活動，以圖書館現在編制的人力還能應付。但是舉

辦大型活動需要運用到相當多的資源，包括人力，經費資源，也包括社

區民眾的一些資源，甚至於義工團體。這時候圖書館就是扮演中介者的

角色，負責各項資源間的規劃與聯繫，並且監督活動的執行，而非由圖

書館親自執行各項活動，這樣可以減輕圖書館人力運用上的負擔。」 
（B） 

「我認為館員的教育比經費不足的問題更重要，鄉鎮圖書館目前都歸屬於

鄉鎮市公所之下，在相關資源的安排上仍屬於鄉鎮市公所管轄，我認為

應該要回歸專業，圖書館需要多一點圖書館的專業人才，他們懂得如何

去管理圖書館，專業人才的不足也是目前鄉鎮圖書館普遍面臨到的問

題。閱讀的推廣並不是只有經費的支援就夠了，更重要的是人員素質的

改變，如果相關人員對閱讀能有充分的認知，那在推廣上也會更有效

益。」 
（C） 

（三） 社區與圖書館認知上的歧異 

圖書館與社區的合作，對於社區總體營造工程有相當大的幫助。但是

有時雙方在合作上產生的認知差異，就會造成合作過程的不順，導致合作

的不愉快。 

「有些社區對於社區總體營造的認知不同，在合作的過程中會比較現實，

當圖書館推動的活動對他們有好處時，大家都會搶著要和圖書館合作。

但是例如圖書館在推動文物典藏時，因為對社區沒有什麼好處，所以推

動的過程就比較困難。另一方面就是大家一直強調文化這個區塊要和社

區結合，但是社區原本並不屬於我們承辦的業務，圖書館業務有文化局

承辦，社區則有社會局負責，有時候如果圖書館做的比較多，就會給人

一種撈過界的感覺。」 
（G） 

    面對認知上的差異，圖書館必須以時間慢慢和社區進行溝通，慢慢修

正這些觀念上的差異。圖書館也必須瞭解自己的能力與優勢，掌握合作的

重點，這樣才能有效發揮圖書館的長才。 

「面對社區就是要慢慢來，有一些觀念需要慢慢去落實，圖書館也不必去

抵觸社區文化，只是需要多花一點時間去改正他們的觀念。圖書館在和

社區接觸的過程中應該要掌握兩個重點，第一個是圖書館與社區的合作

應該僅限於鄉土文化的部分；第二是如何透過社區幫圖書館做宣傳與行

銷。社區營造包含的項目太多，圖書館應該是要著重在鄉土文化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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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以鄉土文化為主軸去和社區結合，不需要去涉及太多其他的議題。」 
（G） 

（四） 政治的介入 

鄉鎮圖書館直接隸屬於各鄉鎮市公所管轄，地方首長握有圖書館人事

與經費之控制權，因此地方首長對圖書館的重視程度會直接影響圖書館經

營之成效，又目前鄉鎮首長均經由民主選舉產生，因此圖書館有時難免會

受到惡質選舉文化之影鄉，如果有幸遇到重視圖書館發展的首長，願意給

予圖書館充分支持，圖書館經營之成效必定蒸蒸日上。倘若遭遇不重視圖

書館發展的首長，圖書館則難逃成為選舉酬庸之命運，對於圖書館之發展

必定造成重大的阻礙。 

「在基層經費與人員嚴重不足的公共圖書館，能靈活經營其策略是非常不

容易，吾人要有似企業家開疆闢土的精神與毅力，當然，地方首長如不

支持，一切免談！臺灣惡劣選舉文化政治力嚴重挫擊圖書館員的生態延

續力，本館有幸！始終有緣遇到肯用心支持圖書館的首長。」 
（F） 

針對圖書館與主管單位或地方首長之相處，圖書館應該配合上級單位

之相關計畫規劃活動，並可以視情況規劃讓地方首長參與，結合媒體之報

導，爭取地方首長之認同。 

「圖書館經營者本身較要有下列基本經營策略：1.以自己對圖書館所鍾愛

情愫去規劃屬於地方文化特色及結合上級交辦計劃制定相關決策。2.如
何讓地方首長及合作單位因圖書館所辦理的各項活動能親自參與且並

能齊上新聞媒體版面，如此其他未能趕上參與圖書館活動的單位或個

人，將是圖書館另一可相結合資源所在。」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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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區人士訪談資料分析 

本研究探討鄉鎮圖書館如何運用社區資源，與社區合作行銷圖書館與

社區特色。因此不僅需要瞭解圖書館與社區合作之情形，更需要瞭解社區

對於和圖書館合作之看法，包括圖書館與社區發展之關係、社區與圖書館

合作之情形及社區在與圖書館合作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以確實瞭解社區

人士對於和圖書館合作真正的想法與需求，以做為鄉鎮圖書館尋求與社區

合作時的參考。 

一、 圖書館與社區發展之關係 

    鄉鎮圖書館經常自許為社區的資訊與生活資源中心，因此在瞭解社區

如何與圖書館合作之前，希望能先瞭解社區人士對於圖書館參與社區發展

建設之看法，探討在社區人士的心目中，圖書館應該具備哪些功能，並與

圖書館的經營目標作比較，瞭解社區對圖書館的需求與期望。 

（一） 鄉鎮圖書館參與社區之發展建設 

    鄉鎮圖書館積極尋求與社區合作，運用社區資源，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原因即在於圖書館希望能藉由合作的過程，能夠進一步參與社區之發展，

帶動社區文化、產業等各方面的提昇。從社區人士提供的意見中，可以發

現圖書館不論軟、硬體，都能為社區的發展提供相當大的協助，尤其是在

民眾精神層面的提昇上，甚至可以做為國家發展的指標。 

「圖書館能夠參與社區發展的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帶動閱讀風氣，

這是責無旁貸的。第二個是能夠提昇社區的人文素質，在藝術、文化的

融合方面，可以提供一個契機。第三點是圖書館要支持各個學校或學術

單位，為他們引介一些好的資訊，我認為圖書館在這三項功能方面應該

能夠積極一點。」 
（H） 

「深坑鄉立圖書館的館藏資源相當豐富，而且營運績效一直都有不錯的評

價，圖書館館長和社區發展協會之間的互動十分良好。以萬順社區活動

中心為例，預計將來會和圖書館合作成立社區圖書室，在圖書的資源

上，圖書館提供了相當多的協助。」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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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圖書館應該要積極的參與社區的發展，因為圖書館是一個國家或

一個社區成長的指標。在愈先進的國家，圖書館的功能是愈強的。如果

站在社區發展的角度，圖書館的角色是不可缺少，也是目前圖書館需要

再加強的部分。」 
（L） 

（二） 圖書館在社區發展之過程中應該具備的功能 

    社區發展的項目包羅萬象，圖書館的能力有限，無法包山包海。在社

區人士的想法中，圖書館在社區發展過程中，能夠更積極提供的服務包括： 

1. 人文、精神層面的提昇 

    提昇民眾的精神層次一向是圖書館被期許能達到的功能，特別在鄉村

地區，通常較缺乏藝文方面的資源，這是圖書館可以積極去引進的。此外，

圖書館也可以做為民眾資訊交流的平台，提供社區成長的空間。 

「在精神以及人文的部分，我認為圖書館可以在這一方面扮演重要的角

色。譬如說圖書館辦的藝文展，邀請藝術家到圖書館來舉辦展覽，等於

是讓藝術下鄉；還有邀請一些在推動閱讀方面較有輕驗的人士來帶領故

事媽媽。像這樣子的圖書館，在鄉裡面就扮演了一個很成功的角色。同

時像我們學校的陶藝、園藝也有展出的機會，圖書館提供孩子一個成果

分享的平台，也讓在地的人有一個資訊交流的管道，我覺得這就是圖書

館應該扮演的角色。」 
（H） 

2. 提供休閒的場所與資源 

    近年來休閒的概念愈來愈受重視，有別於學術圖書館為了協助學術研

究者而提供大量學術資源，鄉鎮圖書館服務的對象是一般大眾，休閒資源

應該是鄉鎮圖書館可以積極發展的項目，鄉鎮圖書館本身也可以是一個很

好休閒場所。 

「以前大家都習慣將孩子帶到速食店或其他類似的場所，特別是在我們這

種比較鄉村的地方。但是我認為在現在這個時代，其實圖書館可以成為

一個很好的休閒場所。圖書館希望民眾能夠把圖書館當成一個好鄰居，

甚至是當成自己的家一樣，親近圖書館的小朋友一定不會變壞。」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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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用圖書館資源協助社區發展 

    圖書館既然要積極的參與社區的發展建設，當然也必須強化與社區之

間的互動，圖書館可以運用本身的資源提供給社區各式各樣的協助，由圖

書館主動提供資源給社區，也能促進社區對圖書館的瞭解，所以圖書館應

該更主動積極的與社區互動。 

「以社區發展協會為例，社區發展協會和圖書館都隸屬於鄉公所，雖然分

別由不同科室管轄，如果社區方面需要圖書館的協助時，圖書館方面也

都很樂意配合。如果圖書館有我們社區需要的資源，他會盡量的提供給

我們運用。」 
（I） 

「圖書館可以透過他們的館藏資源來達到和社區互動的目的，新店市圖書

館有『行動書車』，這也是可以在短時間內立即收到成效的工作。圖書

館應該要思考他們有什麼資源或功能，可以讓社區來參與。」 
（J） 

「以現況來說，圖書館的角色可能比較淡。目前圖書館的功能，主要是提

供一般民眾閱讀報章雜誌、查找資料。但是如果以長久的角度來看，圖

書館的積極性可以再加強，比如社區資源中心。如果以一個資源中心的

角色，對社區來講，包括研習、聯誼等各方面都可以由圖書館來掌握，

這是從未來圖書館長久發展的角度來講，圖書館的功能應該朝這方面加

以擴大。」 
（L） 

二、 社區與圖書館合作之情形 

由社區人士的觀點來探討鄉鎮圖書館與社區合作之情形，瞭解社區與

圖書館兩者相互配合之情況，同時藉由社區人士對社區之觀察，可以讓圖

書館發現更多原先沒有察覺的事情。藉由傾聽社區人士之意見，協助鄉鎮

圖書館更進一步認識社區。 

（一） 社區與圖書館之相互配合 

    鄉鎮圖書館與社區的合作方式會根據合作單位的特質而有所不同，本

研究訪談之社區人士包含三個不同性質之單位，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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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 

學校一直都是鄉鎮圖書館最好的合作夥伴，特別是在閱讀推廣活動方

面，兒童向來都是閱讀推廣活動最積極經營的族群，因此與學校合作便成

為最好的合作方案。學校可以配合圖書館進行閱讀的推廣，例如發放閱讀

護照。學校也是圖書館宣傳各項活動的好幫手，透過孩童，可以為圖書館

吸引到更多的社區民眾。而圖書館資源的共享，不論是在館藏資源或是館

舍空間上，都對學校有相當大的幫助。 

「我們每一年固定舉辦師生作品成果展或特色展，提供孩子一個藝文的平

台。非固定活動方面，譬如說有演講資訊時，圖書館會傳送至各個學校，

鼓勵師生共同參加。第二點，在推動親子閱讀上，圖書館積極的運用工

作坊，努力的去推廣，在週末假日也會有故事媽媽說故事的時段。此外

我們在圖書館推出一個『滿天星閱讀計畫』，我們就帶著老師、學生進

到圖書館，對他們進行導覽，教他們如何使用圖書館，這種就是屬於和

課程結合的非固定式的合作。我們還有一個固定推廣的『樂讀護照』，

這些都是我們和圖書館合作的方式。」 
（H） 

「第一個是資源的流通，圖書館的資源共享對我們來說很重要。圖書館能

補足我們不足的地方。第二點是場地的共享，圖書館經常是我們學校的

老師找尋資料，或者是學生上課的地點。另外比較特別的一點是我們學

校的小朋友放學之後也都會到圖書館。在圖書館的活動方面，第一點是

館長通常會將近期圖書館將舉辦的活動資訊給我們，我們會協助圖書館

做宣傳，社區圖書館的活動，透過社區的學校宣傳，資訊只要一發佈出

去，民眾的參與率都會很高。第二點是圖書館會經常舉辦講座、參訪，

圖書館會主動發邀請函給我們，我們會利用老師的相關課程，把孩子帶

到圖書館參加活動。」 
（L） 

2. 地方文史學會 

新店市立圖書館為保存地方文化，因此成立新店市文史館，保存新店

市具有價值之文物。新店市立圖書館也與臺北縣文史學會合作，由文史學

會協助訓練圖書館之文史志工，負責文史館的導覽工作，同時文史學會也

協助文史館規劃各項展覽主題，與圖書館共同為保存地方文化而努力。 

「最主要是因為圖書館底下設立了文史館，所以我們才有合作的機會，有

配合過一些展覽的規劃，還有幫他們設計導覽地圖，當然還有志工的培

訓。我們就帶著志工做田野調查，還有到一些社區的聚落做文史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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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分區域、分年度幫圖書館研究一些資料，然後再將這些資料規劃

成主題展覽。」 
（J） 

3. 社區民眾團體 

社區內還有許多團體是圖書館可以合作的對象，例如圖書館舉辦活動

時，可以尋求社區發展協會甚至是社區巡守隊等單位的協助。而社區內的

店家也是圖書館的一項重要資源，圖書館與店家合作，對於兩者的行銷宣

傳都有相當大的幫助。 

「就合作的情形來講，圖書室是未來會合作的部分，我們已經和圖書館達

成協議，未來會由圖書館協助成立社區圖書室。至於目前的合作關係，

包括研習班的師資、書籍的交換等。當圖書館辦一些大型活動的時候，

我們都會應圖書館的要求提供適當的協助。圖書館有時候也會將一些活

動的宣傳資料發送到我們社區，我們也會協助圖書館進行宣傳。」 
（I） 

「因為壯圍鄉以農業為主…圖書館沒有太多經費可以辦活動。所以只好多

運用社區的資源，圖書館的認養制度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產生的。在尋

找認養人的時候都會以熟識的朋友、店家或是地方上較有名望的人士為

主，經過圖書館的拜訪之後，他們通常都很樂意提供贊助。」 
（K） 

（二） 民眾對於圖書館的支持程度 

透過社區人士來觀察民眾對於圖書館的支持程度，和圖書館自己觀察

到的並不一定完全相同。有時候社區人士可以觀察到一些圖書館沒有發覺

的現象，圖書館可以從中發現影響民眾支持度的關鍵因素，做為圖書館規

劃活動的參考。 

「就我們的瞭解，中年以上進圖書館的人數可以說是微乎其微，反而是一

些學校體系的志工，他們比較願意進到圖書館。這樣讓人覺得學校是一

個很重要的媒介，圖書館不要忽略了學校是一個重要的媒介。只要圖書

館的活動適合學生參與，我們都會支持。我對於圖書館的認同感很高，

但是期望也很高。我希望圖書館能夠更好，館長真的很用心在推動館

務，如果要換人來做，可能沒有人可以做的比他更好，在我們的角度來

講，我們很喜歡這樣的館長。」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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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書館的藝文研習班為例，我自己本身也有參加過圖書館辦的電腦研

習班，也是讓我受惠良多。我也經常鼓勵我們社區內的一些成員盡可能

播時間去參加圖書館辦的藝文活動，因為圖書館開設的課程也都很切合

民眾的興趣和需求，師資水準也好，宣傳也很用心，所以圖書館的藝文

研習班報名都相當踴躍。如果我們社區有什麼資源可以協助圖書館的活

動的話，我們也會很樂意給予支持。」 
（I） 

「我覺得民眾對於圖書館活動的支持度還算不錯，過去我們學會和圖書館

有配合辦過幾次活動，民眾對於這些活動的參與率還蠻高的，都很熱情

的在參與活動，新店地區藝文風氣興盛的主因也是因為很多人都願意投

入，當然也就會展現出相對的成效。」 
（J） 

「我覺得支持程度很高，不過現在圖書館的功能，在我的感覺來看，社區

內的民眾，對於圖書館的感覺和一般先進國家比起來還是有差距，民眾

對於圖書館的觀念，還是侷限在使用面的部分，還沒有思考到精神層

面。這也無所謂對錯的問題，而是我們社會目前整體環境的發展只有到

這個程度，未來的發展性還很高。不過民眾對於圖書館的支持度真的很

高，特別是在活動的參與率方面。」 
（L） 

（三） 圖書館可積極開發的社區資源 

鄉鎮圖書館積極的運用社區資源，但是社區資源的發掘是非常困難的

工作，且圖書館對於社區之環境並不一定能有全面的瞭解。因此透過社區

人士的觀察與協助，可以幫助圖書館對於社區有更進一步的認識，進一步

發掘到更多可用的社區資源。 

「圖書館可以運用地區的特色，吸引一群人，使其成為主流，讓居民對這

個地區產生情感，透過這種方式來凝聚社區的共識，這樣以後圖書館要

再推動什麼活動都不成問題。」 
（H） 

「我覺得圖書館應該要多到社區，和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多接觸民眾，讓

民眾能夠真正瞭解圖書館。圖書館應該主動告訴民眾圖書館是怎樣的單

位、圖書館在做些什麼、圖書館有什麼資源可以讓民眾來運用。你有行

動圖書車，那為什麼不辦行動展覽，巡迴各社區舉辦展覽，間接的也會

影響到民眾對於圖書館的觀感，我相信這樣一定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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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如果以圖書館的角度，未來倒是可以把圖書館應用以及圖書館的

館藏，和學校結合舉辦一個類似圖書館祭的活動，每年固定一段時間巡

迴各學校。因為小學生對於圖書館的需求和大學生不同，大學生要寫報

告、論文一定要到圖書館，但是小學生對於圖書館並沒有那種迫切的需

求，所以如果圖書館能夠和學校合作巡迴展出的話，應該是會有很大的

幫助。」 
（L） 

（四） 與圖書館合作產生之效益 

    鄉鎮圖書館與社區的合作，除了為圖書館產生行銷的效益之外，必定

也會為社區帶來一些影響，茲分述如下： 

1. 藝文風氣的提昇 

鄉鎮圖書館積極從事閱讀活動的推廣，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帶動社區的

閱讀風氣，提昇民眾的精神層次。 

「讀書風氣真的提昇了，現在學生進圖書館的人數是我剛到這裡來的六

倍，現在則是假日跟平常放學之後，都會有許多孩子到圖書館去，我們

的努力已經逐漸可以看到成果了。」 
（H） 

2. 圖書館資源的共享 

    鄉鎮圖書館與社區合作，不僅是圖書館運用社區的資源，圖書館同時

也在分享資源給社區，藉由圖書館資源的分享，也帶動了社區的發展。 

「當我們在學校推動閱讀計畫時，圖書館也扮演了資訊提供者的角色，甚

至是教學者。如果沒有這個場域的話，小孩子是沒辦法得到相關的知識

的，也不會有使用圖書館的概念。就因為有了圖書館，所以讓老師在教

學時，可以發揮的更好，學生也可以更有效的學習。圖書館也成為孩子

另外一個正當的休閒場所。」 
（H） 

3. 提供民眾成長、學習的機會 

而圖書館用心規劃的各項活動，提供民眾資訊交流的互動空間，透過

活動的舉辦，提供民眾學習的機會，也能提昇社區的凝聚力，促進社區的

成長。 



101 
 

「這對我們社區來說也是一種見習和磨練的機會，譬如圖書館會為研習班

的成員舉辦成果展，也讓學員能夠展現出學習的成果，進一步得到大家

的肯定，如果有缺點，也是一個改進的機會，這對民眾來說是有益的。」 
（I） 

「我認為我們所培訓的這些志工都進步很多，另一方面，他們也成為文史

工作走進社區的一個很重要的種子，成為文史工作和社區之間一個很重

要的溝通橋樑，進一步促成社區參與文史工作。」 
（J） 

三、 合作過程中遭遇之困難與圖書館仍需改善之處 

    鄉鎮圖書館在與社區合作的過程難免不盡完美，在社區人士的觀察

中，鄉鎮圖書館仍然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茲分述如下： 

（一） 資源不足 

在合作的過程中，大部分社區人士也觀察到目前的鄉鎮圖書館普遍存

在著資源不足的情況。沒有充足的經費和人力，對於圖書館各項服務的推

展都會造成阻礙。 

「圖書館館長是一個很認真的人，可是他並沒有得到足夠的資源，他可能

想要做些什麼事，但是卻得不到支援。或者是說我們有一些建議，但是

圖書館沒有能力達到我們的要求，可能是主管並不一定認同，所以圖書

館也得不到足夠的資源。」 

（H） 

「我認為現在的圖書館很好，唯一美中不足的地方就是空間太小，現在館

長已經將圖書館經營的很精緻、五臟俱全。但是如果能夠再多出 2、3
倍，甚至是 5 倍的空間，那所呈現出來的經營成果絕對和現在不一樣。

有時候除了熱情之外，其實在相關的財力、人力及物力上，也要給予足

夠的支持，不然圖書館的發揮空間實在有限。所以如果說還有什麼需要

改善的話，那就是資源的挹注。」 

（L） 

「圖書館非常重要，而且現代圖書館的經營是非常多元化的，圖書館的空

間可以提供非常多的用途，包括會議室可以做為鄉民討論事情的地方，

圖書館也可以做為一個很好的休閒場所，所以我認為圖書館應該要多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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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設備。」 

（K） 

（二） 政治干預專業 

惡質的選舉文化導致地方首長對於圖書館的漠視，更使圖書館成為選

舉酬庸的場所，缺乏專業人才。種種的干預，澆熄了圖書館員的熱情，對

於鄉鎮圖書館的發展造成重大的阻礙。 

「人事的安排上，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阻礙，圖書館缺乏專業的人才，館長

對於人事的安排並沒有決定權，而且上級單位不瞭解圖書館的功能，他

們沒有圖書館的專業，所以不知道圖書能發揮多大的功能，這是他們最

大的麻煩。這也是造成圖書館業務推動障礙的原因。」 
（A） 

「上級單位一定要給予充分的支持，現在圖書館常常飽受選舉文化的威

脅，這是政治文化的現實，特別是在鄉村地區，上級主管單位不重視圖

書館的發展，常常將圖書館當成酬庸的工具，可能一年就換二、三次館

長，這對真正有熱忱想經營圖書館的人是一個很重大的打擊，這是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也是最實際最應該被重視的問題，這些問題不改善的

話，國家也不會進步。」 
（K） 

（三） 活動的創新不足 

    社區人士普遍認為圖書館應該更積極、主動走入社區，在社區內推廣

圖書館服務並與民眾互動。同時在活動的規劃上，必須要適應地方的文

化，瞭解社區的需求，規劃具有特色的活動，如此才能吸引更多民眾參與

圖書館活動，促進民眾對圖書館的認同。 

「要讓進圖書館的人變多，當然就要去適應當地的文化，圖書館要去找出

這樣的方式，不能套用都會區的模式，都會區的模式在鄉村是不會成功

的，這個可能就是圖書館要認真去思考的。」 
（H） 

「因為圖書館本身的館藏資源十分的豐富，各類的書籍都有，如果可以的

話，圖書館可以把比較熱門的書籍，用巡迴展覽的方式，在各個社區提

供給民眾自由閱覽，這樣應該可以帶動一點閱讀風氣。而且只要圖書館

願意，相信我們各社區發展協會或村長也都會很樂意配合，圖書館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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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擊也是一種行銷圖書館的好機會，也可以更接近社區，瞭解社區的需

求。」 
（I） 

「其實圖書館還可以做很多的東西，譬如說活動的創新，這方面的費用是

不能節省的。在文史資源保存方面，有很多是我們這種社會團體沒辦法

做到的，只有像圖書館這種公家單位才有辦法，圖書館應該要想辦法讓

文史館的東西能夠進到圖書館裡面，例如文史館每次展覽，圖書館就可

以編一個特輯，這個才是比較重要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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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討論 

    本節將綜合圖書館與社區人士的訪談內容，針對「鄉鎮圖書館行銷活

動運作概況」、「鄉鎮圖書館對社區資源的運用程度」、「影響社區對圖書館

支持程度之因素」和「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行銷之瓶頸」四個部分來

探討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行銷之情形。 

一、 鄉鎮圖書館行銷活動運作 

（一） 行銷計畫 

各館擬定推廣活動計畫之模式，大致上可以分為三種模式： 
1. 按預算編列之年度計畫 
2. 申請其他單位補助之計畫 
3. 與其他單位協辦之活動計劃 

按預算編列之年度計劃通常是每年固定舉辦之推廣活動。除了每年度固定

的活動之外，圖書館也都會視情況爭取其他的補助經費來舉辦活動，例如

深坑鄉立圖書館即爭取到行政院客委會之補助舉辦「深坑客家桐花祭」。

此外，目前鄉鎮圖書館經常面臨經費不足之情形，面對這種情況，爭取與

其他單位合作，例如壯圍鄉立圖書館，經常與社區內的各單位合作，藉由

外界之協助舉辦圖書館利用教育或書展等相關活動，也是一種運作的方

式。 

（二） 人員培訓 

在人員方面，除了需要有專人來負責各項活動的規劃之外。由於大部

分鄉鎮圖書館員者不具有圖書資訊或行銷相關專業背景，因此在人員的訓

練上更顯重要。倘若鄉鎮圖書館能夠自行辦理相關訓練，將對館員素質的

提昇有相當大的幫助。但是目前多數鄉鎮圖書館受限於規模較小，無法自

行辦理相關的培訓課程，因此由上級主管機關，如縣立圖書館或文化局等

單位統一辦理相關課程，再由鄉鎮圖書館自行派員參加，是目前較常見的

作法。 

（三） 行銷策略 

行銷策略的運用可以包含可行性評估、目標族群設定、行銷工具之應

用與活動成效評鑑四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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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估活動可行性 

鄉鎮圖書館在評估活動可行性時，多半還是憑藉著以往舉辦類似活動

之經驗來評估是否要再辦理相關活動，此外圖書館也會觀察社會之流行趨

勢來決定活動的型態，例如前幾年流行圍棋，圖書館就會舉辦圍棋研習班

等活動，而近年來較強調閱讀的重要性，因此圖書館也積極的從事閱讀的

推廣。 

2. 設定目標族群 

    鄉鎮圖書館在辦理活動的過程中，因為活動的性質不同，難免需要設

定不同的目標族群。但是在鄉鎮圖書館的經營愈來愈多元化的情況下，鄉

鎮圖書館並不會只針對特定族群舉辦行銷活動，而是希望能藉由各種不同

類型的活動，兼顧各種不同的族群，期望從幼兒到老年人，不分年齡層都

能夠被圖書館所吸引。 

3. 運用行銷工具 

行銷工具的應用的成效會因各地區民情的不同而有所差異，例如當今

在網路已經成為重要行銷管道同時，南澳鄉由於電腦與網路並不普及，因

此在當地成效最好的行銷方式反而是透過館員與民眾之間的口耳相傳。而

在行銷工具的運用上，海報、傳單、網路等方式都是各館最常使用的方式，

此外與社區內的單位合作也是宣傳的重要方式，不論是學校、民意機關或

是一般社區，都是可以協助圖書館行銷的管道。 

4. 評鑑活動成效 

    活動成效的評估是判斷活動是否成功的重要步驟，活動的成效可能包

含各種有形及無形的效益，因此也必須利用不同的方式來評估各項成效。

鄉鎮圖書館在成效評估上，最常參考的指標就是參加活動的人數，這是最

容易取得且顯著的指標。此外圖書館也會使用問卷，調查參與者對於活動

的滿意度，並且藉由參與者的回饋，評估活動是否達成預期之目標，並根

據參與者的建議，作為日後改善之參考。 

二、 鄉鎮圖書館對社區資源的運用成效 

    鄉鎮圖書館在運用社區資源之前，必須對於社區內各項資源的分佈有

一定程度的瞭解，如此才能充分的運用各項社區資源。過往的研究曾指

出，鄉鎮圖書館對於社區資源的認識不足，對於社區中的公共問題也不甚

敏感，導致鄉鎮圖書館無法充分的掌握各項資源的特性，成為鄉鎮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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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合作的阻礙。 

    綜合本研究針對圖書館及社區人士的訪談分析，觀察圖書館對於社區

資源的運用情形，由於本研究選定之圖書館，在經營績效上普遍受到好

評，因此在社區資源的運用上均有一定的成效，各館對於和社區之間的合

作關係也都有相當的信心。從社區人士的反應也可以發現，社區人士對於

各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方式及成效，普遍抱持肯定的態度。由此可見，

鄉鎮圖書館已經能夠有效的掌握社區資源的運用。 

    另一方面，雖然社區人士對於各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的想法及方

式表示讚賞，但是同時也都提出鄉鎮圖書館仍然可以再努力的地方，例如

萬里鄉生態環境的運用、新店市文史資源的保存等議題。雖然其中有部分

並非鄉鎮圖書館在短時間或憑藉一己之力可以完成，但是這也顯示社區人

士對圖書館的高度期望，同時也代表圖書館仍然還有努力的空間。 

三、 影響社區對圖書館支持程度之因素 

綜合圖書館與社區人士訪談的內容，雙方對於社區民眾支持圖書館的

程度大多抱持正面的看法．分析其中原因，可以發現影響民眾對圖書館支

持程度的因素包括： 

（一） 與圖書館合作為社區帶來的效益 

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目的並不只是為了行銷圖書館，同時也可

以推廣社區之特色，當社區認為與圖書館合作也可以為社區帶來正面的效

益時，社區自然會對於圖書館的各項活動表達支持，甚至願意主動提供資

源給予圖書館運用。 

（二） 圖書館資源的改善 

以往的鄉鎮圖書館常常會給人有老舊、冷冰冰的感覺，自然無法吸引

民眾。現今許多圖書館都努力在進行空間、館藏等資源的改善，例如萬里

鄉立圖書館，在進行空間改善之後，重新設計館舍空間，在館內規劃觀海

區，配合館藏資源的改善，成功建立新形象，不僅讓社區民眾重新走入圖

書館，甚至成功吸引許多外地讀者慕名而來；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南澳鄉

立圖書館，南澳鄉立圖書館運用當地原住民文化之特色重新改造圖書館空

間，並且積極蒐集原住民資料，規劃主題館藏，使原本以兒童為利用圖書

館主要族群的圖書館，也成功吸引到其他不同年齡層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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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規劃的創新與用心 

活動的創新性與主辦者的用心程度是活動是否能吸引民眾參與的重

點。圖書館在辦理活動時，只需要多注意一些細節，都可以讓活動更順利。

圖書館的活動必須常保創新，有創意的特色活動才能吸引大眾的目光。而

且臺灣民眾大多講究人情，特別是在鄉村地區，只要館長或館員用心經營

圖書館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大多能夠得到民眾的認同。 

四、 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行銷之瓶頸 

綜合圖書館與社區人士的意見，兩者共同指出目前鄉鎮圖書館主要面

對的困境包括： 

（一） 資源不足 

鄉鎮圖書館資源不足的情況不僅僅是在經費方面，在人力的編制上也

讓鄉鎮圖書館的經營面臨嚴峻的挑戰，鄉鎮圖書館的經營者空有熱情與想

法，但卻得不到充份的支持，令人感到不勝唏噓。 

（二） 政治干預專業 

鄉鎮圖書館受鄉鎮市公所管轄，地方首長對於圖書館的功能不一定有

充分的瞭解，甚至漠視圖書館的經營，不僅不給圖書館經費上的支持，甚

至將圖書館當成選舉酬庸的工具，隨自己的喜好安插人事，嚴重打擊有心

經營圖書館人士的熱情，造成圖書館業務推動的障礙。 

    上述兩項是圖書館與社區人士共同提及的經營瓶頸，此外圖書館也提

到鄉鎮圖書館與社區認知上的差異，對於鄉鎮圖書館尋求與社區的合作也

是一項阻礙。當兩者對於社區總體營造的理念產生差距，社區往往以利益

為主要考量，造成雙方在合作上的不順利，這種情況對於鄉鎮圖書館也是

極難處理的問題。 

    另一方面，社區人士則提及圖書館的行動力及活動創新不足的問題，

雖然鄉鎮圖書館現在一再強調要跨出圖書館，主動走入社區。但是在社區

人士的觀察中，圖書館在這方面的行動力仍有待加強。社區人士認為圖書

館應該要再加強與社區內各單位的合作，讓民眾對於圖書館的資源有更進

一步的認識。此外在活動的規劃上，應該與社區特色更緊密的結合，惟有

更具創意的活動，才能吸引民眾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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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行銷的方式及成效，藉

由個案研究與訪談法，針對在經營績效普遍受到好評的鄉鎮圖書館進行研

究，根據研究結果歸納出鄉鎮圖書館如何透過與社區的合作，達到行銷圖

書館之目的。最後針對研究問題提出回應，並為鄉鎮圖書館在社區資源的

運用上提出建議，以做為未來鄉鎮圖書館經營之參考。 

第一節 結論 

一、 鄉鎮圖書館如何發掘社區資源並尋求合作 

社區資源的發掘在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的過程中，是相對較困難的工

作，圖書館的發掘社區資源的過程中必須掌握三項重點： 

（一） 深入瞭解社區環境，充分運用社區之特色 

圖書館要建立經營特色，必須先對社區之環境有全面的瞭解，圖書館

要知道可以在哪裡取得適當的社區資源，並且依據社區之特色來擬定圖書

館的經營策略。以深坑鄉立圖書館為例，館長在進入圖書館工作之前，曾

經擔任清潔隊長、社區發展協會幹部等工作，因此對於深坑鄉整體的環境

有一定程度的瞭解，所以在擔任圖書館館長的期間，規劃了如「深坑四寶

文化節」、「深坑客家桐花祭」等特色活動，成功結合社區資源，創造圖書

館之經營特色，此外萬里鄉立圖書館館長，巧妙利用自然環境，進行館舍

空間改善，營造圖書館高品質的閱讀氛圍，同時也符合萬里地區觀光休閒

的特色。 

（二） 主動出擊經營公共關係，加強與社區的互動 

現代的圖書館不能只是被動的等待讀者前來利用圖書館，而應該積極

的走入社區擴展公共關係，特別是在強調社區資源運用的經營型態之下，

社區資源運用的成效考驗著圖書館人脈的建立及公共關係的經營。以壯圍

鄉立圖書館為例，由於圖書館經費相當缺乏，因此圖書館的營運需要仰賴

大量社區資源的支持，館長平時即經常協助社區內各項活動的進行，努力

建立人脈關係，當圖書館需要協助時，自然可以得到社區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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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圖書館與社區的合作必須建立在互利的基礎之上 

鄉鎮圖書館必須抱持著互利共生的概念尋求與社區之間的合作，讓圖

書館與社區在合作的過程中能夠互蒙其利。資源有限，社區本身也需要資

源的挹注才能持續的發展，因此圖書館在利用社區資源的同時，也必須思

考能提供什麼資源給予社區，在行銷圖書館的同時，也能將社區的特色對

外行銷，讓圖書館與社區的合作能形成雙贏的局面，如此的合作模式才能

永續發展。 

二、 鄉鎮圖書館可運用之社區資源類型 

社區資源的種類包羅萬象，不僅會因為各地區發展型態的差異而有不

同的資源，各鄉鎮圖書館也會因應各自的經營策略而對社區資源有不同的

運用方式。總括而言，社區資源的類型大致上可以分為物質（財力、空間…）

和非物質資源（組織、技術…）。根據研究結果，可以進一步將鄉鎮圖書

館運用的社區資源類型分為下列數種： 

（一） 文化資源 

因為各地區發展型態的不同，因此產生不同的風土民情，因此文化資

源是鄉鎮圖書館發展自我經營特色的重要依據，例如深坑鄉有著名的老街

與豆腐文化，新店市的藝文風氣盛行，南澳鄉則是以原住民文化為主。 

（二） 機構資源 

機構資源包含的範圍很廣，舉凡企業組織、政府機構、民間社團乃至

於社區內的商家都是鄉鎮圖書館可以運用的資源。鄉鎮圖書館普遍面臨經

費不足的窘境，因此尋求各機關的支持成為必要的經營方式之一，例如深

坑鄉立圖書館在臺北縣政府的補助下舉辦「四寶文化節」活動，新店市立

圖書館有企業捐贈的行動書車，萬里鄉和宜蘭市立圖書館與鄰近學校的密

切合作，壯圍鄉立圖書館與社區內各單位合作舉辦活動等，都是鄉鎮圖書

館運用機構資源的佐證。 

（三） 人力資源 

鄉鎮圖書館的規模普遍不大，因此除了經費的問題之外，人力編制的

不足常常也是阻礙圖書館發展的原因，鄉鎮圖書館在社區人力資源的運用

上，通常是以志工的形式運作，組織社區內的熱心人士成為圖書館的志工

團隊，例如新店市立圖書館有文化、文史與推廣三種志工團隊共計 80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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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為圖書館推廣館務的重要幫手。 

（四） 自然資源 

各地的自然環境也是鄉鎮圖書館可以積極運用的資源，一般而言，鄉

鎮圖書館在運用自然資源時，大多將自然資源與休閒、觀光的概念相結

合，例如萬里鄉立圖書館利用圖書館座落於海岸邊的特性，在圖書館內規

劃觀海區，在館內營造休閒的氛圍，深坑鄉立圖書館則利用鄉內多條登山

步道，舉辦古道逍遙遊等活動，帶領民眾認識深坑鄉的自然特色，均能成

功吸引民眾的關注。 

三、 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產生之效益 

運用社區資源分別為圖書館及社區帶來許多的效益，對圖書館而言，

運用社區資源為圖書館行銷所帶來的效益包括： 

（一） 閱讀人口的成長 

行銷圖書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吸引更多的讀者前來使用圖書館，因

此進館人數與借閱率的提昇是圖書館舉辦各項行銷活動最希望能夠見到

的效益。由訪談的內容分析可以得知，只要圖書館用心於活動的規劃與執

行，不僅能夠有效刺激借閱率，同時也能夠吸引到更多不同年齡層的讀者

進入圖書館。 

（二） 建立圖書館之經營特色 

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內各項特色資源，圖書館與地方文化結合，舉辦

特色活動，不僅可以成功行銷圖書館與社區，同時也可以建立圖書館的經

營特色，例如深坑鄉立圖書館每年固定舉辦「深坑四寶文化節」，成為深

坑當地的特色；南澳鄉立圖書館蒐藏原住民資料，成為圖書館的特色館

藏，也成為從事原住民研究的重要資源。 

（三） 提昇圖書館的能見度，增加民眾對圖書館的認同感 

圖書館結合社區資源行銷，可以凝聚民眾的社區意識，進一步促進民

眾對於圖書館的認同，圖書館可以像民眾的家一樣親切，更可以是地方的

重要的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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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圖書館合作為社區帶來的效益則包括： 

（一） 提昇社區藝文風氣 

鄉鎮圖書館積極的從事閱讀活動的推廣，舉辦藝文展覽等活動，例如

新店市立圖書館定期舉辦各項展覽；萬里鄉立圖書館與鄰近學校合作推廣

閱讀，這些活動不僅豐富了民眾的心靈，也提昇了社區的藝文風氣。 

（二） 提供民眾成長、學習的機會 

圖書館舉辦的各項活動，如研習班、講座等，都提供了民眾另一個成

長、學習的機會。而圖書館作為社區的生活資訊中心，提供民眾一個資源

交流的空間，也成為社區裡重要的學習場域。 

（三） 提昇社區能見度，帶動社區發展 

鄉鎮圖書館與社區合作的過程，同時也是在推廣社區的特色，社區獲

得行銷本身特色的機會，也進一步提昇社區之能見度。圖書館與社區內之

商家結合可以為社區帶來經濟效益，將圖書館的資源運用在社區內，等於

是幫社區注入一股活水，帶動社區的發展。 

四、 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行銷之困境 

綜合圖書館與社區人士的意見，可以歸納目前鄉鎮圖書館營運，主要

面臨的困境包括： 

（一） 資源缺乏 

受限於大環境經濟的不景氣，鄉鎮圖書館普遍存在資源不足的情形，

圖書館經費的不足，讓圖書館無法大刀闊斧的進行大規模的改造；人力的

缺乏，影響到圖書館舉辦活動的效益；館舍空間的限制，使圖書館的功能

無法有效發揮。 

（二） 圖書館與社區認知上的歧異 

鄉鎮圖書館與社區在認知上的差距包含對社區總體營造認知的不

同、對圖書館功能認知的差異等。對於社區總體營造認知的差距，使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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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在合作的過程中較為現實，若對於社區沒有直接利益的話，往往造成合

作上的不順利。另一方面，對於圖書館功能認知上的差異，使民眾往往只

注重圖書館表面的功能，對於圖書館提昇心靈層次的功能並重視，甚至不

表認同，造成圖書館服務推動上的阻礙。 

（三） 政治干預專業 

鄉鎮圖書館直接受到鄉鎮市公所之管轄，地方首長對於鄉鎮圖書館之

經營有絕對的權力，因此地方首長對於圖書館的重視程度會直接影響到圖

書館的經營成效。倘若首長不重視圖書館的發展，則圖書館容易受到惡質

選舉文化的影響，淪落為選舉酬庸之工具，此舉將嚴重打擊圖書館經營者

之熱情，對於鄉鎮圖書館的經營造成嚴重阻礙。 

（四） 圖書館活動創新性與行動力不足 

    雖然從圖書館人員訪談的內容中，可以發現目前的鄉鎮圖書館十分強

調走入社區，要加強與社區之互動。但是從社區人士提供之意見中，我們

可以知道圖書館在這方面仍然有許多仍待加強的空間，在活動的創新上，

圖書館可以再加強與社區特色的結合，在行動力上，圖書館應該要再加強

與社區內各單位的合作，例如與學校、村里合作舉辦巡迴展覽，將圖書館

的資源真正帶入社區供民眾利用。在地方文史資料的保存上，圖書館應該

更重視相關資料的蒐集、研究、整理，真正使寶貴的文史資源成為圖書館

館藏的一部分，而非只是舉辦形式上的展覽而已。 

五、 鄉鎮圖書館面對困境的因應之道 

（一） 圖書館應該扮演資源整合者的角色 

鄉鎮圖書館受限於規模，無法有充足的經費與人力，在資源不足的情

況下，圖書館可以扮演資源整合者的角色。在辦理活動時，圖書館不一定

要當主辦者，而是與其他單位合作，由圖書館承辦或協辦。圖書館在活動

的過程中，負責各項社區資源間溝通、整合的工作。藉由社區在經費與人

力上的支援，減輕圖書館的負擔。 

（二） 適應社區文化，加強與社區的互動 

鄉鎮圖書館面對與社區之間認知上的歧異，應該多花時間慢慢與社區

進行溝通，圖書館不需要去抵觸社區的文化，反而應該適應社區獨特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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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規劃合適的行銷方式。另一方面，鄉鎮圖書館在與社區合作的過程中，

也要思考如何做才能讓雙方的合作達到雙贏的目標，進而爭取社區對圖書

館的認同。 

（三） 提昇地方首長對圖書館的關注 

面對上級單位漠視鄉鎮圖書館功能的情況，圖書館應該盡力爭取地方

首長的認同。首先圖書館可以配合上級單位的相關計畫進行決策，其次在

活動的設計上，可以規劃讓地方首長共同參與圖書館所舉辦的活動，並邀

請媒體採訪，增加首長與圖書館活動的曝光率，讓圖書館經營的成功成為

首長的政績，藉此吸引上級單位對圖書館的關注。鄉鎮市公所也是社區機

構資源的一種，圖書館在合作的過程中仍然要思考如何讓雙方在合作的過

程中能互蒙其利，才能順利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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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針對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方式及營運之困境提出以下五

項建議： 

一、 改革鄉鎮圖書館組織體制，讓圖書館經營回歸專業 

目前鄉鎮圖書館直接隸屬於鄉鎮市公所管轄，縣市文化局或縣市級圖

書館只具有輔導鄉鎮圖書館經營的功能，真正攸關鄉鎮圖書館經營成效的

經費及人事大權均由鄉鎮市公所掌握。在這樣的情況下，鄉鎮圖書館的經

營便容易受到地方選舉文化的影響，造成圖書館的功能無法發揮。面對這

種情況，最有效的方法即是從體制上進行改革，例如鄉鎮圖書館直接歸屬

於文化局管理，以確保能由專業人士領導鄉鎮圖書館的發展，使鄉鎮圖書

館館務的運作能有依循的準則。 

二、 有關單位應持續關注鄉鎮圖書館的發展，提供適當協助 

    行政院文建會於民國 92 年推動之「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

畫」，著實收到良好之成效，多數鄉鎮圖書館在計畫的協助之下，皆重現

生機，呈現出嶄新的面貌。今日許多鄉鎮圖書館能夠成功轉型，積極與社

區合作，帶動地方產業發展，成為地方之生活資源中心，「公共圖書館空

間及營運改善計畫」可說是居功厥偉。但是只有一個「公共圖書館空間及

營運改善計畫」是不夠的，比起一次性大量經費的補助，鄉鎮圖書館更需

要的是相關單位的持續關注，特別是位於偏遠鄉村地區的鄉鎮圖書館，在

極度缺乏資源的狀況下，只有經費的補助是不夠的，它們還需要有專業的

協助。因此有關單位若能對於鄉鎮圖書館的經營問題持續提供專業方面的

支持，對於鄉鎮圖書館的營運將有莫大的幫助。 

三、 鄉鎮圖書館應確立自身的使命，扮演好應有的角色 

    鄉鎮圖書館也是社區的一份子，在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中也不能缺

席，應該積極參與社區的發展建設，但是社區總體營造包含的範圍相當廣

大，圖書館應該認清自己在社區中應該扮演的角色，提供適當的服務。社

區資訊或資源中心是圖書館應該積極扮演的角色，而資料的蒐集與整理更

是圖書館的專長，社區的文化是社區最寶貴的資產，鄉鎮圖書館身為公部

門的一份子，同時具備資料典藏的功能，在社區文史資料的保存上比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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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單位或團體都更具正當性。鄉鎮圖書館應該掌握與社區合作的重

點，在相關的議題上應該抱持著當仁不讓、捨我其誰的態度，扮演好自身

應該扮演的角色。 

四、 建立資料庫，整合社區資源 

社區資源的運用考驗著鄉鎮圖書館社區公共關係的經營，人脈的建立

攸關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的成效，關係的建立固然重要，但是之後的

經營更是不可忽視，因此圖書館必須建立社區資源資料庫，整合各項資

源。不僅僅是人脈資源，包括文史資源，如文物、藝術作品等硬體資料，

也應該整合成為社區資源資料庫的內容。如此一來，對圖書館而言，不論

是在社區公共關係的經營或是資源的尋找上，都有相當大的幫助。 

五、 強化專業人員培訓，切合實際需求 

目前鄉鎮圖書館的從業人員，大多不具圖書資訊相關的專業背景，以

本研究訪問的六所鄉鎮圖書館為例，各館的館長均非由具圖書館經營專業

背景的人士出任。鄉鎮圖書館的經營需要相當的熱忱，由不具圖書館經營

專業背景的人士經營鄉鎮圖書館並非不適合，但是上級單位甚至於教育界

都應該重視鄉鎮圖書館員的培訓問題，如何為具有熱忱的鄉鎮圖書館從業

人員提供適當的培訓及進修管道，強化他們的專業素養，是值得圖書館界

正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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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 鄉鎮圖書館營運輔導計畫之成效調查 

    近年來政府推動了許多與鄉鎮圖書館相關的輔導計畫，例如「公共圖

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等，我們可以感受到鄉鎮圖書館產生的蛻變，

但是在這些計畫的協助之下，對鄉鎮圖書館究竟造成多大的影響，產生了

多少成效，更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期望可以藉由相關的調查，瞭解各

項計畫之優缺點，探討鄉鎮圖書館真正的需求，進而提供鄉鎮圖書館最適

當之協助。 

二、 鄉鎮圖書館人力資源之研究 

    目前鄉鎮圖書館之管理者，大多不具備圖書資訊相關專業背景，即便

是如此，許多鄉鎮圖書館仍然有相當好之經營績效，其中之成功因素值得

探討。我們可以從中瞭解圖書資訊專業知識對於鄉鎮圖書館經營之幫助，

並瞭解鄉鎮圖書館從業人員對於圖書館管理專業知識的需求，作為圖書資

訊教育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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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社區資源應用於鄉鎮圖書館行銷之研究」圖書館訪談綱要 

第一部分 圖書館行銷活動運作之情況 

1. 貴館是否有針對推廣活動擬定年度計畫？ 

2. 貴館是否有專人負責各項活動的行銷推廣工作？ 

3. 貴館是否有針對館員進行有關行銷觀念的教育與培訓？ 

4. 貴館如何擬定行銷策略？（可行性評估？目標族群設定？計畫執行？

行銷工具？評鑑成效？） 

第二部分 圖書館應用社區資源行銷之情形 

5. 貴館如何將社區資源運用在圖書館的行銷工作上？ 

6. 貴館如何發掘可運用之社區資源？ 

7. 貴館如何尋求與其他單位進行合作？ 

8. 社區內之民眾或團體對於圖書館各項活動之支持程度如何？ 

9. 社區資源的運用對貴館及社區所產生的效益為何？ 

第三部分 圖書館行銷過程中所面臨之困難與因應之道 

10. 貴館與社區結合進行行銷活動時曾面臨哪些困境？ 

11. 貴館面對行銷上的瓶頸，如何突破？ 

12. 就貴館豐富的經驗，對於社區資源應用於鄉鎮圖書館的行銷上，是否

還有其他寶貴的建議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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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社區資源應用於鄉鎮圖書館行銷之研究」社區成員訪談綱要 

第一部分 圖書館與社區發展之關係 

1. 您認為圖書館是否應積極參與社區之發展建設？ 

2. 圖書館在社區發展的過程中可以扮演什麼角色？ 

第二部分 社區與圖書館合作之情形 

3. 貴單位如何與圖書館進行合作？ 

4. 圖書館如何配合貴單位之活動？ 

5. 您認為社區內之民眾對於圖書館各項活動之支持程度如何？ 

6. 圖書館是否充分運用社區內之各項資源？ 

7. 與圖書館合作為貴單位所帶來的效益為何？ 

第三部分 與圖書館合作過程中所面臨之困難與因應之道 

8. 您認為在與社區合作的過程中，圖書館有何需要改善之處？ 

9. 圖書館應該如何改善，以因應社區之需求？ 

10. 就您豐富的經驗，對於鄉鎮圖書館與社區資源的應用，是否有其他寶

貴的建議或看法？ 
 


